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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偵探敘事的起點 

 

    在文學外緣的媒體環境與文學內緣的敘事傳統的網絡下，台灣的通俗文學場

域如何開始學習、嘗試、練習偵探敘事文類的寫作?日治初期的前十五年，大眾

傳播媒體上分別出現日文與中文的偵探敘事，已具小說的規模，然雙方卻也都出

現後繼無力或力有未逮的情況。除嘗試創作之外，「偵探實話」實錄類型作品，

則以辦案筆記的方式，將偵探敘事中的「偵探」手法與過程詳細記錄，藉此學習

偵探辦案手法之外，亦以紀實的方式學習講述一個偵探故事。此外，西方偵探小

說的譯介，則將此來源自西方的通俗敘事文類的基本規則、重要作家、作品介紹

至台灣的文學閱讀寫作者中，其文類成規與意識型態，則開始逐漸成為台灣通俗

文學場域中的內在規律。台灣的偵探敘事透過習作、實錄與譯介，開始發聲練習；

起點的意義是文類形式的出發點與探索點，為此敘事文類的種種類型1作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台灣的偵探敘事的發生，與跟隨著殖民體制而進入的日

本閱讀寫作者有關—他們直接帶入在日本已經具有一定規模的寫作模式，此時台

灣本地的閱讀寫作者卻或可能尚未有相同的經驗，因而在時間點上呈現紛然雜至

的現象；小說體裁、筆記體裁與譯介文字並不像日本本地或中國一樣有個輪廓清

晰的先來後到，而是對偵探敘事成規熟悉度不同的讀寫者各自實踐。可能小說體

裁已經過成功的實驗創作，卻無法內化為一般寫作規則與閱讀契約下的成規，因

而使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上的偵探敘事，非簡單的文類進化觀可以概括。偵探敘事

的起點的考察，無法以時間的發生次序為因然的啟始，而由文類全體的發生位置

為標的。這開始並非固著性的起點，而是每一次文本敘事取徑的參考點。 

 

 

                                                 
1 Todorov(托多洛夫)指出偵探文類(detective genre)當中有許多類型(types)，如古典偵探小說

(whodunit)、恐怖小說(thriller)、懸疑小說(suspense novel)等等。這些類型雖然在不同的時候產
生，但並不是某一類型的發生造成另一種類型的死亡，反而是各自同時存在，甚至一位作者也

可能同時寫作不同的類型的小說。參見 Tzvetan Todorov, “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 
The Poetics of Prose , trans. Richard How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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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治初期報紙中的偵探敘事 

     

台灣日治初期形成了近代大眾傳播媒體，在近代媒體—報紙中，偵探敘事如

何開始進行敘事?偵探文本如何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前十年的台灣現身?

日文與中文的偵探敘事有何異同? 

 

一．日文偵探敘事的初聲—以〈艋舺謀殺事件〉為中心 

     

台灣第一家近代大眾傳播媒體《台灣新報》，提供了通俗小說發表的空間，

首篇長篇小說〈艋舺謀殺事件〉2更是固定了通俗文藝的刊出欄位3。台灣偵探敘

事的首次登場，其敘事特徵如何?如何在日本人的新殖民地發生?如何透過偵探敘

事體驗殖民經驗?在近代大眾傳播媒介中的〈艋舺謀殺事件〉，作為台灣偵探敘事

的初始點的意義何在? 

1．第一個大事件—〈艋舺謀殺事件〉的敘事特徵 

    さんぽん(Sampon)所作〈艋舺謀殺事件〉，刊登於 1898年《台灣新報》，作

為台灣偵探敘事的首次登場，此小說具有清楚的「小說」文類意識以及近代偵探

小說的敘事特徵，並且以長篇連載小說的形式，連載共五十三次4，完整地而前

後一致地講述一個犯罪與偵察的故事。 

    〈艋舺謀殺事件〉的故事是由兩個日本人—巡查池中(又作池田)、社會版新

聞記者花野—在艋舺龍山寺旁的對話開始，一具屍體在龍山寺旁的水池被發現，

池中根據小小的線索判斷這是治台以來的第一個大事件，然後展開一連串追蹤、

調查、檢驗、推理與詰問的過程，最後兇手自裁，留下書信自白，而案情的真相

方此明朗。一般偵探小說的內在結構中有兩個故事—第一個是犯罪或案件的故

                                                 
2 參見本文附錄。 
3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與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

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二十世紀臺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學術

研討會」，政治大學中文系，(2003年10月18日、19日)，頁4。 
4 日治時期報刊連載小說的回次常出現紊亂，因此小說上所標的回次並不一定為實際上的回次。

〈艋舺謀殺事件〉的回次標誌至五十回，其後又有「完結篇」四篇，共登刊五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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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第二個是調查的故事5。調查的故事是在犯罪、案件故事的結束之後開始，

重新建構犯罪、案件的真相；揭露真相的經過，就是尋找正義的過程。在〈艋舺

謀殺事件〉中，犯罪故事是透過偵探故事中的假設、偵察、檢驗、訊問、自白之

下呈顯出來。艋舺龍山寺水池裡的屍體，經過代表司法警察系統的池中與代表民

間系統的花野的追查，利用初步驗屍、解剖、化學檢驗的方法，由偶然聽到的對

話的蛛絲馬跡、觀察人物的神色表情，藉助法醫、衛生課化驗室、密探的幫忙，

反覆推理、檢驗，被害者身份由原本假設的「內地人」(即日本人)變成「支那人」

(即中國人)賴阿蒙；而殺人兇手竟是總督府民政局的事務官森山—他是「支那人」

賴阿蒙與日本婦人的親生兒子，自承因為害怕賴阿蒙勾結土匪的事曝光的話會有

礙於自己的仕途、且又因為深愛的女性芳枝被賴阿蒙送去給土匪陳秋鴻當禮物，

所以以毒藥殺死父親。兇手無法繩之以法，因為他已自我裁決，舉槍自盡而亡。

先述結果(發現犯罪)，再述原因(發現罪犯)，是典型的偵探小說敘事模式。 

    在典型的偵探小說中，第二個故事—偵探故事，是敘事主要進行動線，所要

解決的問題是「誰是兇手」。當「誰是兇手」的問題壑然開朗時，敘事也宣佈結

束。〈艋舺謀殺事件〉對於其自身作為「小說」以及偵探文類頗有自覺。除以「小

說」為專欄定位，並指明是根據社會新聞改寫
6之外，在森山自殺，以書信自白，

偵探故事與犯罪故事同時告終之後，敘事者留下一段話： 

艋舺謀殺事件應該就此結束。除了森山事務官之外，其他人物的故事無法

在此打住。黑山公醫如何面對過去解剖屍體時否認此為毒殺事件，⋯⋯被

花野引誘出來的陳秋鴻在監獄裡如何、艋舺的陳漢醫如何、花野如何、芳

枝又如何等等，這些人物的故事若還要繼續記述，還需要許多回才能寫

盡，因此就在艋舺謀殺事件的兇手森山的自殺這裡擱筆吧。
7 

透過敘事者對讀者說的話，可知此小說對於偵探敘事成規的掌握與文類意識，已

臻成熟，自覺地區分偵探小說所應寫的與不應寫的內容。不能說完全沒有枝節，

但偵探故事與犯罪故事之間緊密結合，犯罪者的身份、犯罪的動機、犯罪的行動、

                                                 
5 參見Tzvetan Todorov, “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 pp.44~46；Marc Lits, “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Trans. Paul Milan, PARA．DOXA, Vol.1, 
No. 2, (1995), pp.128~129. 

6 小說第一回故事未尚開始之前，敘事者告知讀者，這是根據三、四個月之前的的一則有關艋舺

水池浮屍的新聞改寫，當時尚未發現兇手，〈艋舺謀殺事件〉則以偵探小說的方式寫作。見さ

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一)，《台灣新報》395號，1898年1月7日，四版。 
7 さ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完の下)，《台灣新報》466號，1898年4月2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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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結果，透過偵探角色(包括警察系統與民間系統)的行動重新組構完成，其

他與案件及偵查無關的故事則無需寫入。典型偵探小說敘事的主要特徵8，如敘

事次序採倒敘法，由案發至偵查至真相大白、中心人物由身具科學知識、邏輯推

理能力的偵探擔任等等，十九世紀末期的〈艋舺謀殺事件〉都完整具備。作為台

灣偵探敘事的第一個大事件，〈艋舺謀殺事件〉無疑具有相當完整而適當的規模。 

    在基本的敘事模式之下，〈艋舺謀殺事件〉以連載長篇小說的方式問世。典

型偵探小說以愛倫坡的古典模式為主，通常一篇短篇小說中解決一個犯罪案件。

長篇偵探小說與短篇偵探小說的基本結構是一樣的：犯罪故事與偵探故事，敘述

犯罪被發現、偵探展開調查、發現罪犯的歷程。長篇偵探小說的形成，是在偵探

故事當中增加填補空白的因素
9，這些因素並不影響偵探敘事的基本結構，卻使

偵探小說的敘事廣度增加，小說的篇幅也隨之延長。〈艋舺謀殺事件〉作為長篇

小說，所增加的填補因素主要是兩種元素：身份／身世與團體偵探。 

    〈艋舺謀殺事件〉在敘述偵探的故事過程中，經常利用自白的方式，由小說

中的某個人物—小說後半部會證實他們都與案件相關—以吐露身份與身世的方

式告訴讀者他們背後龐大的故事。透過「土匪頭」陳秋鴻的敘述，讀者知道被害

者賴阿蒙原是中國上海人，是個無賴，到當時外國流氓橫行的日本橫濱作生意，

習得日語，剪去辮髮，變成日本人的外貌，與日本婦人生子。透過森山茂的遺書，

讀者知道森山茂就是賴阿蒙與日本婦人所生之子。又透過記者花野的自述，讀者

知道他的父親在明治維新時代曾為視學官，經常外出視察，後奉命到法德二國三

年，母親紅杏出牆生了一女，丟棄在大阪，亦即後來由松永(又作松井)收養的松

永芳枝—她是加害者森山茂事務官愛戀的對象。他們的身份與身世，在構成長篇

偵探小說的過程中，對犯罪的發生或偵查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卻將敘事所及

的時間與空間的廣度與容量向外延伸、增大，由個人身世拓展至將整個大時代看

作人物命運的推動力量。就閱讀趣味而言，這些「故事中的故事」使偵探小說不

只是一具屍體、一個偵探、一套推理、一種結果；在不影響主要故事的情況下，

故事中的故事使讀者同時享受了政治、歷史、愛情等等多重敘事。 

    〈艋舺謀殺事件〉形成長篇小說的另一個方式，是利用團體作戰的模式取代

個人偵探。典型的短篇偵探小說當中，多半以一個偵探，至多加上一個不甚濟事

                                                 
8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論公案小說與偵探敘事的關係。 
9 Leitch則指出在經濟壓力下，偵探小說作者開始延宕偵察結果，因而形成長篇的偵探小說。有

關長篇偵探小說的形成，參見 Thomas M.Leitch, “From Detective Story to Detective Novel,”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ume29, Number3, (Autumn 1983), pp.47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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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手(用以扮演敘事者)共同偵查10。當短篇擴充成為長篇時，團體偵探是一個

有助於增長篇幅的選擇。在〈艋舺謀殺事件〉中，主要的偵探角色是司法警察系

統的巡查池中與民間系統的記者花野，其他共同偵查的人物則有黑山公醫、羽藤

衛生課長、台北醫院夏尾副院長、台北地方法院大西判官、大塚檢察官、密探鄭

某，以及插花攪局的《高砂朝報》記者角野等等。進行偵探調查、檢驗推理，往

往透過許多人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經驗、不同的遭遇傳達多種線索。而因為偵探

隊伍的龐大，亦使敘事得以多線同時進行，因為他們能夠兵分多路11。且因偵探

人數眾多，分工精細，使各種科學技術得以充份運用12，又常出現交叉討論推理，

而得以出現更為細緻的推理演繹13，使小說的敘事更細密。〈艋舺謀殺事件〉就

在「故事中的故事」與團體偵探的加入下，構成了時空廣大、推理細密的長篇敘

事。 

    作為台灣偵探敘事的初聲，〈艋舺謀殺事件〉的敘事特徵在兩層意義上堪稱

是第一個大事件。第一層意義是〈艋舺謀殺事件〉具備完整的偵探小說模式，成

為成熟地依照偵探敘事成規寫作的一篇偵探小說。第二層意義是作為長篇小說，

〈艋舺謀殺事件〉完成了一次敘事規模與時空向量皆具份量的演出。 

2．首次殖民—〈艋舺謀殺事件〉中的殖民經驗 

    出現於日本領台不過三年之後〈艋舺謀殺事件〉，由日人作家以日文寫作，

其主角又是從事與管理人民(警察)與調查地方(記者)有關的職業，因此其中所顯

示的種種敘事形成了其殖民經驗的體現。小說中呈現殖民經驗的方法，首先是地

方色彩的運用。地方色彩指的是謀殺案發生地—台灣／台北的人文、地理因素所

形成的環境氛圍。小說直接指明事件發生的地點，因此艋舺在地的風物自然是小

                                                 
10 此模式自愛倫坡以來，至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屢見不鮮。參見任翔，《文學的另一道風景—

偵探小說史論》，(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頁30。 
11 例如第六回至第七回敘述花野聽到兩個台灣人轎夫吵架的事，第八回則敘述另一件事，池中等

人參加解剖屍體，故事進行至另一個線索。又常見小說中看到「話頭一轉，回到⋯」之類的用

語。如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七回、第三十九回等等。 
12 如黑山公醫的解剖過程、羽藤衛生課長的化學檢驗報告等等，科學、醫學、生理學、化學方面

的名詞運用嫺熟。 
13 如第四十九回池中巡查與檢察官討論殺人兇手的事，究竟是日本人或台灣人所為兩人有不同的

推理與意見，透過辯駁對方的推理，共同得到可能的新假設，也就是陳漢醫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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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環境氛圍的基調。除艋舺與台北的街道、妓戶、暖日薰風14之外，「土人土語」
15則是首當其衝的地方色彩標誌。小說的敘事十分著意於對話的營造，書寫了一

個眾聲紛陳的聽覺環境。其手法是當日本人與普通台灣人對話時，先用中文書寫

河洛語語體文，旁加日文假名注上河洛語音，後附有日語翻譯16；當日本人與上

層台灣人(如漢醫)說話時，則以同樣的模式操作，只是換成官話。如此模式使〈艋

舺謀殺事件〉能夠以仿擬「原音重現」的地方腔調營造屬於殖民地地方色彩的文

本環境。 

    在地方腔調之外，地方色彩還透過多人的自白，講述台灣本地人士或者非在

本地的台灣人士的種種故事／時事。如透過艋舺陳漢醫講述賴阿蒙如何詐騙移居

廈門的台灣人林翻源17，以及宜蘭土匪頭吳大人與北部其他土匪頭的交集；透過

陳秋鴻講述其父陳秋菊與宜蘭吳大人、賴阿蒙之間的糾葛，大寫被害者賴阿蒙周

旋在土匪頭—即日治初期抵抗日軍的台灣人—之間，以一個虛構的角色表現殖民

初期日人對台灣的地方情況掌握良好。透過書寫地方故事／時事再加上地方腔調

的熟識，〈艋舺謀殺事件〉中顯現出對台灣的首次殖民的充份了解與自信，而在

這塊充斥著鴉片鬼18、老娼19、土匪與排斥西醫的土人20的土地上，他們等不及要

大展身手了。 

    讓兩個頗有鴻圖之志卻處處吃癟的男人池中與花野大展身手的是一件「絕非

土匪這類小事」的謀殺案，領台以來的第一個大事件。科學、衛生種種現代化與

現代性的標準，則是在這塊土地上據以施行偵查的行動的準則。小說不憚其煩地

說明解剖的過程，經過黑山公醫的手，彷彿讀者也跟著以刀劃過屍體的咽喉、胸

                                                 
14 台灣的亞熱帶氣候與日本高緯度地區的氣候不同，日人對台灣的高溫常常不能適應，因而提出

暑天下午不上班的要求。由此可見日本人對台灣的地方色彩的體認，一部份建立在溫度的感覺

上。參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市:遠流出版，1998年3

月)，頁57~58。 
15 小說中土人指台灣人，土語指台灣的河洛語。 
16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論大眾媒體下的通俗文學空間中偵探敘事的新體驗部份所引述的例

證，此模式類日本人教導殖民地官員與警察學習「土語」的教科書。 
17 此處「林翻源」或是日語諧音下的「林本源」，因日語「翻」與「本」同音，皆為ホン。蓋「林

本源」本非人名，而是板橋林家的商號。在日本統治時期移居廈門的是林維源一家。參見王世

慶，〈林本源之租館和武備與乙未抗日〉，《臺灣文獻》38卷4期，(1987年12月) ，頁35~48。 
18 〈艋舺謀殺事件〉第二回池中與花野看到一群小孩趕著牛經過水池，花野說，這群台灣的小孩

子活潑快樂地玩樂著，等到他們長大後，就會變成吸鴉片的懶惰鬼，實在是很可憐。 
19 〈艋舺謀殺事件〉第一回花野說，台灣「茶店」裡的女人都是一些皺枯的老太婆。 
20 〈艋舺謀殺事件〉第八回艋舺陳漢醫要求參觀解剖，大西判官等人說，台灣人非常討厭西醫，

只相信漢醫的調劑，這是個教育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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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取出肺部與胃腸21。然後讀者也似乎像黑山公醫一樣，以清水與肥皂清洗才

觸摸過屍體的手22。除大幅描述解剖學、化學、醫學與衛生等等「現代」科學觀

念，小說中敘事賴以進行的力量，是理性的邏輯推理，巧合得到的線索也還有賴

層層推理演繹才能發現真相。不懂得現代科學精神、衛生觀念的「土人」，需要

被教育，因此當陳漢醫表達想要參觀解剖的時候，在場的日本官員、警察們無不

認為這是「教育」的好時機。將「進步」的現代科學與理性思維教化殖民地土人，

遂成為他們的引為已任的任務之一。 

    而〈艋舺謀殺事件〉賴以進行的偵探任務的團體作戰方式，則可見在殖民地

當中層級森嚴的官僚組織的進入。他們在「國法」的基礎上，執行法律賦予他們

的各種權利。面對一個作惡多端的被害者，他們仍必須呼籲，只有國法才是制裁

的唯一力量，新殖民地上舊有的道德倫理不再是最高的標準與裁判。例如小說第

五十回籍檢察官之口說，像賴阿蒙那種作惡多端的惡徒，雖死有餘辜，但國家有

法律、有執行的司法警察機關，能夠裁決惡徒的只有國法認定的機構，以「罪有

應得」的理由作為施行私刑的理由是違法的。當國家、以及代表國家權利／權力

的法律成為唯一的標準時，人們的意志都要被統制在此法制之下。逾越法律，不

論動機為善為惡，就是逾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份際。在新殖民地上的偵探小說，

告誡由大清子民變成日本臣屬的台灣人，國法已經代替天理給予統治的合法力

量，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無可挑戰的。 

3．近代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初次偵探敘事體驗 

    首篇在台灣近代大眾傳播媒體中現身的偵探敘事，在敘事上不僅能夠依循文

類的程式23，並且以報刊連載長篇小說的方式出現，為台灣的通俗小說取得固定

的發表位置，就一個新興通俗文類的興起來看，確實是相當成熟而突出的表現，

而其表現的殖民體驗，更成為日後在台日人敘寫偵探故事的重要基調。日本的偵

探小說發展，自 1880年代由饗庭篁村、黑岩淚香等人翻譯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如

愛倫坡〈黑貓〉開始，歷經春陽堂開始出版「探偵小說」二十六集(即偵探小說)、

                                                 
21 〈艋舺謀殺事件〉第九回敘述黑山公醫解剖屍體的流程。 
22 〈艋舺謀殺事件〉第四回敘述黑山公醫第一次檢驗屍體完畢後由助手拿清水與肥皂來洗手。 
23 Cawelti(考維爾蒂)指出程式(formula)是通俗文學作品中因襲的部份，提供眾所周知的形象與意
義，維護價值的連續性。或可說，「程式」就是通俗文學的寫作規範與閱讀契約。參見 J.G. 
Cawelti(考維爾蒂)著、成窮、王作虹譯，〈通俗文學研究中的”程式”概念〉，(收入周憲、羅務
恒、戴耘編，《當代西方藝術文化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428~431；

Marc Lits, “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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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偵實話」(即偵探實話)蔚為風潮，至 1890年代創作偵探小說興起24，已經逐

漸形成偵探小說的閱讀寫作人口。將〈艋舺謀殺事件〉放入日本本地的偵探小說

風潮的脈絡中來看，其掌握敘事成規的熟練程度，並非無中生有、亦非一蹴而成。

如此移植自日本本地的偵探敘事類型，使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中確實在偵探敘事

發生的早期就出現成熟的小說作品，但卻顯得過於早熟；其情況正類似在轉手的

文明開化論述中，台灣現代平面大眾傳播媒體的摸索期的相對短暫與穩定期的提

早來臨25。然而不同的是，以熟練的方式操作偵探小說敘事模式、並寫作長篇偵

探小說的實踐能力，並沒有後繼之作出現，而使得這樣的成績，僅成一時之間的

特出表現，而尚未能在台灣通俗文學場域形成固定而成熟的偵探小說閱讀創作人

口。此後不論是日文或中文的讀寫者，有很長一段時間皆未能有如此偵探小說長

篇鉅製，而終使〈艋舺謀殺事件〉在日治初期的台灣成為單一的個案，而非文類

的風潮。 

    〈艋舺謀殺事件〉以社會版新聞為素材寫作偵查犯罪案件的故事，與日本的

「探偵實話」(即偵探實錄)有相似之處26。「探偵實話」以真實案件的偵辦過程為

底本寫作，較虛構故事的小說體裁更易於學習。虛構的長篇小說難以為繼，有個

底本的寫作遂成為偵探敘事的另一種出路。在〈艋舺謀殺事件〉之後，同作者さ

んぽん(Sampon)另一部標誌為「探偵實話」的作品〈苗栗の小使殺し〉(〈苗栗

工友命案〉)即實錄類型的作品。此後台灣的偵探敘事，尤其是在警察相關刊物

上的作品27，多為此類型之作，可以看作是〈艋舺謀殺事件〉的「偵探」元素的

後繼之作。 

 

二．日治初期中文偵探敘事的習作 

     

中文的偵探敘事，以 1910年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的若干文言短篇小

說為首，有〈銀塊案〉、〈偵探記〉、〈殺姦奇案〉等等28。〈銀塊案〉不著撰者，

所述之事為倫敦鐵道馬車所運送的銀塊被竊案，未知為翻譯或創作、何地區人士

                                                 
24 參見伊藤秀雄，《明治　探偵小說》，(東京都:晶文社，1987年1月二刷)，頁371~381。 
25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台灣現代大眾傳播媒體的誕生與定調。 
26 「探偵實話」的基本內涵參見本章第二節。 
27 如1920年代志能鏑川在《台灣警察協會雜誌》上刊載一系列的「探偵小話」、1930年代野田牧

泉在《台灣警察時報》上發表一系列的「搜查祕話」等等。參見本文附錄。 
28 以上各小說參見本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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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29，然可視為偵探敘事此一新興通俗文類的中文文本環境30。曾經數度客居

中國的《台灣新報》系列報刊記者李逸濤31所著的〈偵探記〉與〈殺姦奇案〉則

可視為日治初期較早的偵探小說嘗試之作32。日治初期的中文偵探敘事如何嘗試

創作短篇小說?早期台灣中文偵探小說中所呈現的文化圖景為何?如何在近代大

眾傳播媒介中展現台灣的中文偵探敘事的起始意義? 

1．奇案登場—日治初期中文偵探小說的敘事特徵 

    日文的長篇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刊出後，對中文的偵探敘事似無太大

的影響或啟發，將「偵探」作為主要敘事結構的作品不多，少部份小說以「偵探」

作為作品中的情節類型元素之一33。〈偵探記〉與〈殺姦奇案〉作為日治初期台

灣中文偵探敘事，以短篇小說、一部作品解決一個案件的模式書寫，其敘事特徵

與長篇小說有所差異。 

    〈偵探記〉與〈殺姦奇案〉中皆有一個「著名的偵探」，主導調查一個案件。

〈偵探記〉的偵探行動是為了追回被竊的重要機密地圖、〈殺姦奇案〉則是為了

追捕「疑似」殺妻的男人美利堅。就偵探的行動來看，追回被竊的地圖是在已知

犯人身份、作案動機與方式的情況下欲使之歸案；追捕「疑似殺妻」的男人的行

動是則是調查有嫌疑的犯人是否犯罪。一是已知、一是疑知，偵查的模式卻幾乎

相同，是一種大逃亡式的追捕行動。犯人或嫌犯跑遍天下，偵探則在後面苦苦追

                                                 
29 〈銀塊案〉中出現的描述，如託運銀塊的公司所失者「塊約重千安士(每安士約清國銀八錢)」 

，以及小說敘事行文間有「偵者據此就予而商之。(作者亦偵探中人，予即伊自稱)」等文句，

推測可能是轉載或改寫自當時中國對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參見不著撰者，〈銀塊案〉，《漢文

台灣日日新報》3611號，1910年5月12日，七版。 
30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偵探敘事的新體驗。 
31 李書(1876-1921)，字逸濤，號逸濤山人，台北人。年七歲時從台北名士邱亦芝學，尤通史、漢，

1896年入《臺灣新報》任職，任記者近二十年。參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

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頁5~9。 
32 參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

作品為討論對象〉，頁10。 
33 以「偵探」作為小說的情節類型元素的概念，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所引呂小蓬對「公案」

的分析。呂小蓬綜合前人研究以及參考原型批評的理論指出，「公案」可以視為一種「文學因

素」、「文學成份」或「情節單元」，在各種小說中皆可能出現「公案元素」，而不只是「公案小

說」。依此，「偵探」亦可看作是一種情節類型元素，有時是全篇小說據以推進敘事的力量，有

時則是敘事中某個單元片段。李逸濤〈恨海〉中即穿插了部份「偵探」情節片段。參見呂小蓬，

《古代小說公案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頁22；逸濤散士，〈恨海〉

(下之中)，《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413號，1909年9月12日，七版、(下之下)，同報3419號，

1909年9月19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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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典型偵探小說敘事結構之一的犯罪故事在早期中文短篇小說中，並不需要刻

意由偵探故事的進行才能逐漸明朗；〈偵探記〉中的俄國偵探培特由受害人主動

告知案情，〈殺姦奇案〉則是街頭耳語促使英國鬼偵探約翰欲追緝真兇—但是約

翰幾乎在一連串的追趕中，逕自認定美利堅就是兇手。小說中確實以犯罪故事為

敘事的開始，但偵探故事才是敘事的核心34。偵探在偵探故事中冒險犯難，不是

咖啡被下毒就是被噴以不明白粉，他們親自涉入險境的代價，卻竟只落得苦主放

走真兇，甚至小說根本無以為繼35。小說產生懸疑之處，通常不在於「誰」、「如

何」、「為什麼」犯罪，而是偵探下一步會發生什麼險事、犯人會用什麼方法脫逃。

如此可知，早期中文的短篇偵探小說中，調查的目的不是為了揭祕，而是為「偵

探調查」行動本身。如此，確實是一種「偵探」小說，寫的正是偵探如何偵探，

但也與典型的偵探小說以調查事件真相為最終目標的方式略有偏離36。 

    以文言中文短篇小說的形式出現的日治初期偵探敘事，與早期的日文長篇偵

探小說及中國傳統公案小說有所不同。長篇偵探小說中用以擴展敘事篇幅的種種

增填元素，在短篇小說中並沒有出現；短篇小說中的各種人物自白，限於提供偵

探進一步往已知的犯人接近的線索，於小說的敘事時空的擴展無所助益。早期中

文偵探短篇小說敘事所涉及的時空其實比日文的長篇偵探小說更為廣袤，且這些

小說所寫的時空環境，都是情節時間內偵探的腳蹤直接到達的地方37。另外，日

文偵探小說熟練地運用邏輯推理，由種種觀察、物證推理至可能的偵辦方向；而

在中文短篇的偵探小說中，推理稍為遜色，常用直觀的方式，如以「衣服頗不華」

的理由，懷疑某老叟所說的話為不可信38。 

                                                 
34 古典偵探小說的敘事核心是犯罪故事，偵探故事是為了要重建犯罪故事而設立；二次大戰之後

出現的偵探小說次類型—恐怖小說(thriller)則是將偵探故事當作敘事的核心。李逸濤在二十世
紀初期的偵探短篇小說竟神似恐怖小說的模式。參見 Tzvetan Todorov,“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 pp.47~48. 

35 〈偵探記〉的結局是俄國偵探逮到偷走地圖的犯人中國人張清坤，未料苦主里克斯因有把柄在

張清坤手上而只好與張一同失蹤。而〈殺姦奇案〉則是小說連載中斷，只有偵探約翰看到「露

出一線光明者」。參見逸，〈偵探記〉(下之下)，《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788號，1910年12月4

日，三版；逸，〈殺姦奇案〉(六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850號，1911年2月9日，三版。 
36 典型的偵探小說以調查犯罪真相為主，回答「誰」作案、「如何」作案、「為什麼」作案的問題。

然亦有不包涵犯罪事件者，純粹只是為了解決一個謎團、或一個事件，如福爾摩斯探案中的〈冒

險記〉，是福爾摩斯替波西米亞王國取回婚前情人的合照。典型的偵探小說特徵參見黃澤新、

宋安娜著，《偵探小說學》，(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一刷)，頁11。 
37 長篇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則是在情節時間之外的倒敘所及，如各個人物的回憶。 
38 參見逸，〈殺姦奇案〉(中)，《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795號，1910年12月13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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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偵探小說與中國傳統公案小說之間亦有所差異。〈偵探記〉與〈殺姦奇

案〉的偵探方法與犯罪手段雖然在作者的安排下盡可能達到當時代的科技最為進

步的奇特技術，如輕氣球，但卻絕不依靠超自然力量破案與作案。日治初期的中

文偵探小說是以現代奇案的方式登場，不論是犯罪與調查，盡皆奇而不幻。公案

小說當中懲兇的場景也不復見，〈殺姦奇案〉與〈偵探記〉此二中文偵探小說中

重視的是「找到兇手」。懲兇或揭惡所依據者，傳統公案重天理、現代偵探重法

理。〈殺姦奇案〉與長篇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一樣，特別強調「國法」既

在，則不可任意施行私刑或道德裁決39，國法是正義的最高價值標準。然而，在

〈偵探記〉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當受害者—地圖被竊的里克斯，竟然因為個人

陰私為竊圖的張清坤把持，而悄然讓犯人再度逃走，如此則造成一個大大的反高

潮，面臨正義如何伸張的問題。不論是在西方的典型偵探小說也好、中國傳統公

案小說也好，真相與正義的實踐是偵探或公案小說敘事的最終目的；然而在〈偵

探記〉中偵探好不容易才使失序回到常軌、正義得伸，卻在受害者自行縱放加害

者之後，使失而復得的正義再度遭到挑戰。面對正義如何得伸的問題，在〈殺姦

奇案〉中則因小說連載中斷，讀者跟隨小說敘事參與追尋最後正義的過程也因而

被迫停止。如此，則此二則早期的中文偵探小說中，偵探並沒有完成其終極任務。 

2．世界大觀園—早期中文偵探敘事的文化圖景 

    日治初期的中文偵探敘事，透過偵探的調查辦案，與真兇疑犯的大逃亡，讀

者可以遊歷世界各地，將各大都市當作一座建築在小說敘事當中的大觀園，以新

奇的態度自由來去。〈偵探記〉中俄國人名探培特，在中國黑龍江聞名，追捕俄

國軍官里克斯的愛妾猶太人毛瑟及與其通奸的中國人張清坤，又與被毒啞的中國

人王阿四以英文筆談。在〈殺姦奇案〉中，英國倫敦的偵探約翰的行程更幅員廣

闊。約翰為了追捕居住殺妻的柏林爾，從倫敦追到印度孟買；另一名嫌犯美國人

美利堅則先稱其妻塞比亞將歸外家愛爾蘭，又自云將到美國紐育(即紐約)避難，

後約翰追蹤他至法國巴里(即巴黎)。短短的篇幅中，把歐美文明的重地以及歐洲

殖民地遍遊一番，二十世紀前十年的台灣通俗文學，對於世界的想像於焉呈現。

另一個展現「世界」圖像的是人物的命名方式。「美利堅」、「柏林爾」、「伊特利」，

地名轉作人名；「約翰」、「培特」、「加圖南」，異國風味的人物塑像。這些異國人

                                                 
39 〈殺姦奇案〉中一老叟懷疑柏林爾殺害他的子女，舉杖痛擊，被偵探約翰制止曰:「伯林爾果

否殺人，自有國法在，詎能自殺以償耶?」依此，俠義公案小說中俠客私下鏟除「該殺」之徒

而被認為是正當的方式，在偵探小說中顯然會是違反國法的非正義表現。見逸，〈殺姦奇案〉(五

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849號，1911年2月8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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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無非是一種趣味式的引用，並沒有深意40。偵探所到達的世界名都市以及異

國風味的人名，共同營造了一個新奇有趣的世界圖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偵探小說中的「世界」與東亞的現代化過程相仿，

其實是相當西歐或歐美導向的圖像。〈偵探記〉與〈殺姦奇案〉中的偵探們坐在

安樂椅上喝「珈琲茶」41、吸雪茄煙，證人以上帝之名發誓，姊弟間接吻為禮。

咖啡、雪茄、上帝與接吻，加上英文以及鐘鳴幾下，大約是此二小說中最富異國

／世界情調的元素。雖然大寫世界不同的都市，以及「格爾納」「梭羅」等異國

人名、西歐等「先進國家」的生活樣式，但小說敘事的地理環境描寫與人物行止

外貌，並不具有各地不同的特色，各都市的獨特地理人文景觀亦未成為小說敘事

的推進力量，其世界與歐美傾向是相當平面而化約的圖像。在世界與歐美的外觀

之下，中國式的思維、推理與形象42，仍然是小說敘事賴以進行的主要動力。 

3．日治初期中文偵探敘事在現代大眾媒體的開始 

    日治初期的中文偵探敘事遲於日文偵探敘事的發生，成熟度亦較為不足，然

確具有中文偵探敘事的開端意義。〈偵探記〉與〈殺姦奇案〉的作者李逸濤自 1899

年開始曾數度客居中國，對晚清的通俗小說應不陌生43。1896年至 1897年間《時

務報》連載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翻譯，此後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風潮蔚

起44，李逸濤於此或有所接觸。又李逸濤具有日文閱讀能力45，日文方面對偵探

                                                 
40 相較於台灣新文學以「新民」「啟蒙」為主要目的的創作中，以地名轉為人名，然後以擬人化

的方式來寫種族的悲哀慘狀等等諷諭性或影射性的方式，如施文杞〈臺娘悲史〉，通俗文學如

偵探小說當中無疑並未涵寓此「深刻」意義。參見施文杞，〈臺娘悲史〉，《台灣民報》16號，

1924年2月11日，頁15。 
41 在李逸濤的小說中，咖啡常以「珈琲茶」稱之，想是將「茶」視為「飲用液體」之意。如〈殺

姦奇案〉中的約翰在孟買的娼樓遇一淡裝少女，少女「以手捫珈琲曰，茶不溫矣，請飲之。」

參見逸，〈殺姦奇案〉(下)，《漢文台灣日日新報》3803號，1910年12月21日，三版。 
42 黃美娥指出〈殺姦奇案〉中的印度少女加圖南正類「中國俠女」。參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

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頁11。 
43 參見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的作品為討論對象〉，頁6。 
44 針對晚清以來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風潮，阿英甚至不無誇張地指出，「而當時譯家，與偵探小

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參見阿英，《晚清小說史》，(台北市:天宇出版

社，1988年9月台一版)，頁186；范伯群、孔慶東主編，《通俗文學十五講》，(北京市: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3年1月)，頁194~195。 
45 參見見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的作品為討論對象〉，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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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的譯介創作或亦可能成為他對偵探小說敘事成規的接納管道之一。在西方偵

探小說的翻譯脈絡之下，〈偵探記〉與〈殺姦奇案〉雖然還不太熟稔操作方式，

犯罪故事的提早揭露使偵探故事僅能就已知的訊息追蹤，科學邏輯的運用還在起

步階段，但已使中文閱讀創作者初步實踐了偵探敘事虛構化，並且以「世界」為

偵探的舞台。 

然而不可不注意的是，早期中文偵探小說與俠義公案小說傳統有類似之處，

如前述〈殺姦奇案〉中的加圖南以類「中國俠女」的方式幫助偵探約翰—如果偵

探角色類似俠義公案小說中的清官角色的話，則加圖南一類的角色正如俠義公案

之俠客。這樣的敘事方式，至 1921年則刊出長篇連載〈鐵手〉46，逕冠以「俠

義偵探」之名，以閱讀接受的角度來看，與早期中文偵探敘事中擬歐美觀點的「世

界」色彩相仿，而更大寫其「俠義」的元素，其最大的懸念竟是身兼偵探角色的

「蒙面俠」的真正身份為誰。蒙面俠不為美色、名利所誘，只為義而行，總能在

最危急的時候救出女主角麥喬蘭、對付鐵手黨，最後真相大白，蒙面俠竟是麥喬

蘭父親戈爾登的助手孟烈，兩人成婚，有一個美滿的大團圓結局。〈鐵手〉中的

犯罪集團有許多「現代」的作案方法，然卻被蒙面俠(有時以孟烈的身份)透過邏

輯推理、武力相向等等方式使麥喬蘭脫臉。〈鐵手〉可以作為台灣通俗文學場域

對偵探敘事的接受與閱讀品味的一個觀察點，早期偵探小說中的「俠義」一面也

許是其吸引人的另一個原因。源自西方的偵探小說，在台灣文學場域則以華洋交

錯的模式開始，也成為一種受到接納的敘事模式。 

 

    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開始，以 1898年日文的長篇偵探小說為出發，日

文與中文的讀寫者各自表現其對偵探敘事成規的接受與熟習程度。在偵探小說

中，日治初期的日文長篇演練日本人的台灣想像，而中文短篇則盡力於台灣人的

世界想像。日文長篇偵探小說雖為成熟之作，但後繼無人，顯現台灣的通俗文類

界尚未習得此文類敘事程式；中文短篇偵探小說在成熟度上或不若日文長篇，亦

出現力有未逮的狀況，或可能是在工業化、資本化尚淺的二十世紀初期台灣社會

中，在現代與傳統交錯之下的練習之作。 

                                                 
46 參見本文附錄。又〈鐵手〉不著撰者，難以區判作者為何地區人士、為創作或翻譯，有巴江主

人編譯《鐵手黨》，卷首題名為「俠義偵探」，上海益明書局出版，1927年四版，今該書未見，

然或與該文有關。然不論作者身份、作品性質，在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上能夠被選擇、刊出，已

具有接受的意義。參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下)，

(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3年)，頁772。 

 55



第三章  偵探敘事的起點 

                                                                                    
 

 

第二節  實用文本的文學手法：偵探實話 

   

日治時期的偵探敘事中，數量最多、持續最久、有固定寫作模式的是「偵探

實話」47此一次文類。「偵探實話」來自日本偵探文學發展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

分支「探偵實話」，以記錄犯罪的偵查為中心。偵探實話如何在台灣的通俗文藝

場域中登場?如何以實用文本作為台灣偵探敘事的起點之一? 

 

一．偵探實話／在台灣 

 

    偵探實話，一個來自日本的敘事類型，在台灣主要是由一群司法、警察相關

的閱讀創作者進行寫作與消費。偵探實話作為偵探敘事當中的次文類，其基本特

徵為何?在台灣的書寫傳播過程基本樣貌為何? 

１．偵探實話的基本性質 

偵探實話，是以犯罪事件的偵查為基礎的記錄作品，在日本的偵探敘事文類

當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次文類48。其基本特徵與其發展有關，每一個階段的發展

都累積成為此次文類的層層內涵之一。 

偵探實話在日本，首先是以翻譯荷蘭作品的方式出現，而此翻譯又常被視為

日本偵探敘事文類之祖；因此，日本的偵探敘事文類的開始就帶有翻譯與實話的

性格。首先翻譯偵探實話的是神田孝平，所翻譯之著作為《和蘭美政錄．楊牙兒

                                                 
47 本文將日文的「探偵實話」譯為中文的「偵探實話」。日文「實話」指真人實事、真實故事，

中文約近於「實錄」意義；然而「實話」一詞或比「實錄」一詞更能描述此類型敘事的特徵，

因「實話」類型作品常有「說話」、「說故事」的成份，比「實錄」更具有虛構的傾向，因此本

文採用中文可解的「實話」為標目。 
48 參見Cecile Sakai(セシル．サカイ)著、朝比奈弘治譯，《日本の大眾文學》，(東京都:平凡社，
1997年2月)，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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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談》49。神田孝平為明治時期的經濟學者、政治家，本對荷蘭的政治、法律制

度頗有興趣，《和蘭美政錄》的翻譯是本著研究荷蘭的刑事法律獄政等制度的精

神50，但其富有趣味的「說故事」方式，加上楊牙兒疑獄事件的曲折，使記錄犯

罪案件的實錄體裁成為小說體裁的先驅。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其譯介的主要目的

並非為娛樂或藝術，而欲作為日本新法律制度的參考，因此偵探實話最初的特徵

是實用性、功能性導向。 

至 1891年，森澤德夫所編纂的《闡幽燭微．探偵淵軌》(《偵探淵軌》)出

版，一般皆之視為日本人所作偵探實話的鼻祖51。此書收十二件實話，例言中指

出，「本書以呈示偵探的方法為主旨」，以作為刑事警察偵查犯罪的參考書，又在

書中刊登了犯人的照片52。至此，日本的偵探實話的性質，由《和蘭美政錄》作

為施政、國家法制藍圖設計的借鏡，轉為實際上的執行調查探案業務的刑事警察

的辦案參考書。除施政參考的實用性之外，還有教育警務人員的性質。又日本偵

探實話在此階段由翻譯西歐作品走向記述日本當地發生事件。 

真正帶動日本偵探實話風潮的，是 1892年至 1893年之間，《都新聞》為了

與偵探小說翻譯改寫的能手黑岩淚香所屬的《萬朝報》競爭，而開始刊載的「探

偵叢話」。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改寫原為《都新聞》的最佳促銷手法；黑岩淚香

離開《都新聞》而創《萬朝報》，遂將偵探小說翻譯改寫的讀者群帶往《萬朝報》，

而使《都新聞》的銷售量大減。為增加銷售量，1893年《都新聞》採用原警視

廳刑事警察高谷為之的辦案筆記，由記者清水柳塘、羽山菊醉加以潤色，以偵探

實話的方式連載刊出，果然吸引了讀者的目光。潤色的方式，清水柳塘以記錄式

為主，羽山菊醉以小說式為主；原為警察的高谷為之較喜記錄式的方法，但讀者

卻更喜歡小說式的文字。53至此，日本偵探實話除實用性、教育性之外，更為重

視娛樂性，讀者的閱讀趨向成為偵探實話另一個書寫的指標。 

日本偵探實話自 1877年在雜誌上刊載以來，至 1890年代末期，形成相當大

                                                 
49 該書譯自荷蘭的著作，原著收集死刑囚獄、訟獄奇案十二件而成。神田孝平所譯者初未為世人

所知，1861年成島柳北看到《和蘭美政錄》稿本，1877年在《花月新誌》上刊登其中〈楊牙

兒ノ奇獄〉一篇，1887年則又改為《和蘭美政錄．楊牙兒奇談》出版。參見中島河太郎，《日

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東京都:東京創元社，1993年4月)，頁8。 
50 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9~17。 
51 參見伊藤秀雄，《明治　探偵小說》，頁165。 
52 參見伊藤秀雄，《明治　探偵小說》，頁165~166。 
53 參見伊藤秀雄，《明治　探偵小說》，頁167~168；Cecile Sakai著、朝比奈弘治譯，《日本の大
眾文學》，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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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潮，報紙雜誌上連載不斷，有類似社會新聞的短幅作品，亦出現長篇連載54。

其發展歷程中所積累的實用／教育性與娛樂性，則成為此次文類的基本性質。在

台日人所寫作的偵探實話，於十九世紀最末兩年開始，亦在此基本性質之下開始

發展。 

2．偵探實話在台灣 

    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敘事當中，「偵探實話」此一次文類是最龐大的隊伍；

作品數量最多，寫作出版的時間線也最長。偵探實話在台灣大眾傳播媒介中出現

後，除一段空白時間之外，作品不斷刊出，閱讀寫作者樂於接受與產出。偵探實

話作為台灣偵探敘事的起點之一，大量描述偵查犯罪事件的過程，是學習取徑的

參考點，而非某個時間點上固定的座標位置。 

    早在十九世紀的最末兩年，台灣現代大眾傳播媒體上即出現偵探實話的寫作，

此即 1898年 10月於《台灣日日新報》上開始連載的さんぽん(Sampon)所記〈苗

栗の小使殺し〉
55(〈苗栗工友命案〉)。さんぽん的創作〈艋舺謀殺事件〉是台

灣日文偵探敘事的初次登場，在此六個月之後則有偵探實話的作品發表。〈苗栗

工友命案〉以「探偵實話」為類型說明、專欄定位。在序言中，作者很清楚地表

示這是發生於明治 31年(1898)1月 30日的事件，新竹縣苗栗辦務署的工友竹山

慘遭殺害，當時值夜的篠崎不幸地因殺害竹山之嫌而入獄八個月之久，最後冤情

終得昭雪，篠崎得以無罪釋放
56。該篇詳細描述預審判官宇野、憲兵飯島的偵辦

過程，在調查的過程中，篠崎如何被懷疑、如何被監禁、如何被證明無罪，鉅細

靡遺地將問訊、調查、討論、鑑定的步驟一一寫出。〈苗栗工友命案〉一篇為日

人寫作在台灣發生的案件，這成為日後台灣偵探實話的主要內容。此篇與〈艋舺

謀殺事件〉同為長篇連載，共刊出 45次，為《台灣日日新報》初期刊出的長篇

連載作品之一。然在此長篇連載之後，偵探實話仍未造成風潮，而須至若干年後，

偵探實話方成為台灣偵探敘事的主要次文類，並且多以短篇或中篇的形式出現，

其專欄標目則多了不少內涵相同或相仿者，如「探偵小話」、「犯罪實話」、「搜查

祕話」、「祕罪搜索祕話」、「搜查實話」⋯⋯等等。刊出的刊物，亦多半集中在司

法警察系統的機關雜誌上，少部份則在一般性報紙中。 

                                                 
54 參見伊藤秀雄，《明治　探偵小說》，頁168~169。 
55 詳見本文附錄。 
56 參見さんぽん，〈苗栗の小使殺し〉，《台灣日日新報》140號，1898年10月20日，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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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開始，總督府法務部等司法體系的機關刊物《台法月報》57上刊登了

「一記者」記錄飯岡秀三刑事的辦案記錄，有〈士林川血染船〉與〈奇代の兇賊

台北城下を騷す〉(〈稀世兇賊驚動台北城〉)兩篇，前一篇寫飯岡刑事偵辦士林

川上一艘船中的屍體的犯罪之謎；後一篇主要寫飯岡刑事等人逮捕大盜廖添丁的

過程58。雖然在後一篇的結末「一記者」曾告訴讀者，飯岡刑事的故事還很多，

而且常得到讀者的喝采，但先在此打住，以待來年夏天作為銷暑讀物
59，然而這

系列的偵探實話卻未再見刊出，反而是刊出了座光東平為數不少的以「犯罪小說」

為名的偵探小說
60。至 1920年代後期，在《台灣警察協會雜誌》61上出現了另一

批偵探實話，篇幅較短，然刊登週期密集而規律，俱為刑事警察偵辦在台灣發生

的事件之實錄。這系列作者以東洲生、志能鏑川為代表。此批偵探實話多以「探

偵小話」名之，其篇幅一次多在一至二頁之間，多著重在偵查過程中較為新奇、

有趣或剌激的片段。 

    至 1930年代則出現另一批偵探實話的風潮，此時的刊載媒體為《台灣警察

協會雜誌》的後身《台灣警察時報》，主要的作者有野田牧泉與山下景光。《台灣

警察時報》時期的偵探實話，篇幅較長，多在七頁以上，有時有連載數回的作品，

其中間或附有加害者、被害者(有時是屍體)、偵查者、相關證物的照片，更加強

了其作為「實」錄的可信度。此時期的偵探實話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台灣警

察時報》刊出了偵探實話的徵稿啟示，此徵稿啟示其實更類「寫作指南」，告訴

這些平日出生入死的刑事警察們，拿起筆來如何寫作一篇兼具「趣味與實益」
62的

偵探實話。綜觀 1930年代的偵探實話之寫作模式，也確實與此徵稿啟示所提示

                                                 
57 《台法月報》1905年創刊，1911年成為總督府法務部、檢察局、監獄等司法體系的附屬機關

刊物，為官方刊物，故能發行三十年之久。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

說史稿〉，《歧阜聖德學園大學外國語學部中國語學科紀要》第5號，(2002年3月31日)，頁6；

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台中:台灣省省政府，1986年10月)，頁22~23。 
58 1922年，《台灣警察協會雜誌》重刊〈士林川血染船〉，改名為〈血染の漂流船〉。同以「士林

川血染的漂流船」事件為內容者，另有單行本《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問世，今未見。該書以

台北州巡查飯岡秀三的辦案實話為主，收入「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台北城下の兇賊」兩篇。

座光東平，《士林川血染の漂流船》，(台北:杉田書店，1914年11月)；參見黃得時、池田敏雄

編，〈臺灣に於ける文學書目〉，《愛書》14輯，(1941年5月)，頁56。 
59 飯岡刑事談，〈奇代の兇賊台北城下を騷す〉(其七)，《台法月報》14卷11號，1920年11月20

日，頁184。 
60 座光東平的系列作品，參見本文附錄。 
61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為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所設「台灣警察協會」機關雜誌，1917年創刊，

本為月刊，後改為《台灣警察時報》。參見李明水，《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頁25。 
62 參見〈全島の刑事諸君に檄す〉，《台灣警察時報》206號，1933年1月1日，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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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相去不遠，若此則可知在「寫作指南」的指引下，偵探實話在台灣已經有

固定程式，能夠完整地敘述一個事件由案發、至調查經過與調查結果。偵探實話

的寫作在有所依循的情況下，出現一批穩定的作品。此風潮持續至 1940年代，

而在戰爭期期間有了結集成冊的單行本出現。 

    1943年江間常吉所輯《台灣探偵實話》第一輯與第二輯出版，為台灣偵探

實話發展的另一個大事件。此二輯共記述二十餘件犯罪案，所記案件的梗概多與

《台灣警察時報》上刊載的偵探實話相同，然除若干篇幅文字相同之外，大部份

的文字都有出入。大抵來說，此二輯的文字較《台灣警察時報》上所刊的文字更

為精簡，很少述及與案件不相干之情節、背景，而多直接切入案件的發生、被發

現。1944年又有另一部偵探實話的單行本發表，即本山泰若(許丙丁的日本名)

所纂《實話探偵祕帖》
63，此為台人作家所寫作出版之偵探實話單行本。偵探實

話單行本的發行，使台灣日治時期的偵探實話閱讀寫作人口，從《台法月報》、《台

灣警察協會雜誌》時期的司法警察界相關人士，轉向一般大眾讀者。一般大眾讀

者對偵探實話的接受與寫作的風潮，待戰後以中文寫作之後，更進一步發展成為

產出頻繁的一種通俗文藝類型。1956年中文的《台灣偵探實話》顯然有一定的

支持人口，第四集起甚至因應需要而改為半月出刊一次，所舉辦的懸賞贈獎活動

亦多所回應
64。偵探實話此次文類的文類成規自 1898年開始，逐漸為台灣通俗文

學場域中的閱讀創作者所悉知，而自成通俗文藝的一個傳統。 

 

二．台灣偵探實話的次文類寫作 

   

偵探實話作為一個偵探敘事的次文類，其寫作上與典型的偵探小說有所不

同，其寫作的模式、目的與觀點的呈現，既屬偵探敘事的一支，又與「小說」體

裁有異。 

1．筆記體裁的寫作模式 

    台灣的偵探實話，承襲日本偵探實話的基本性質，主要敘述偵探調查的過

                                                 
63 許丙丁日治時期任職警界，曾於1941年改姓名為本山泰若，1944年以此名發表其辦案實錄《實

話探偵祕帖》，由嘉義蘭記書局印行，今未見。參見呂興昌編，《許丙丁作品集》(下)，(台南市:

台南市立化中心，1996年5月)，頁668。 
64 參見《台灣偵探實話》第三集，(台南市:藝昇出版社，1956年7月)；《台灣偵探實話》第四集，

(台南市:藝昇出版社，195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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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辦案筆記的方式寫作，尤其重視其實用性的層面。初期的偵探實話〈苗栗

工友命案〉作者在序言中除自承為真實案件之記錄外，亦對其「筆記」的來源有

所介紹，直接指出這一篇按照事實情況記述的偵探實話，是根據傍聽公審、醫師

檢驗、刀劍鑑定書，以及律師生沼與嫌犯篠崎的對話總合而寫成。65其敘事的進

行，亦幾乎完全「實錄」預審法官宇野對嫌犯、證人、關係人的審問、公審法庭

上的辯論，甚至連電報、書信、驗屍報告、兇器鑑定書等等，皆一字一句、原文

照引地穿插於敘事中。如此所造成的效果是，敘事時間的完全暫停，沒有人物動

作，只有事實的陳述，而且法官為求篠崎認罪，反覆質問相同的問題數次，使敘

事亦陷入數次「從頭開始」的輪迴。與同作者的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相較

之下，〈苗栗工友命案〉當中的人物、動作、情節的變化非常少66，審問的時間

歷經八個月，但卻始終圍繞在同一個事件、同一個命題、同一個人物、同樣的懷

疑與證據上，沒有新的發展。案件筆記的寫作方式，雖然因為有事實可本而可能

在操作上較為容易，但也可能因為執著於「事實」的照相寫真，反而易流於「流

水帳」式的瑣碎表述67。〈苗栗工友命案〉作為偵探實話的初次登場，建立了只

「記」實事，不「作」故事的基本風格68。 

只「記」不「作」的記實風格，使偵探實話的寫作，甚至比社會新聞記事更

強調直接觸及偵查辦案的核心事件，與偵查行動或犯罪案件本身較無相關的資

訊，較少被置於實話敘事當中；社會新聞有時為了即時吸引讀者的購買，反而更

易於提供煽情、聳動、與事件無直接關係的細節。以轟動一時的「基隆分屍案」

                                                 
65 さんぽん，〈苗栗の小使殺し〉，《台灣日日新報》140號，1898年10月20日，五版。 
66 〈艋舺謀殺事件〉與〈苗栗の小使殺し〉的不同，可以驗屍為例。在〈艋舺謀殺事件〉中，

敘述黑山公醫驗屍時，雖也敘述屍體的特徵，但是是在黑山公醫操刀的行動之下敘述完成；

〈苗栗の小使殺し〉中敘述驗屍，則直接以驗屍報告呈現屍體特徵，而無動作。 
67 〈苗栗の小使殺し〉發揮了實事記錄的極致，而趨於瑣碎的流水帳。例如第十七回預審法

官宇野訊問證人井野，作者這樣開始「宇野法官接著開始訊問井野、『針對篠崎吉治、田中

令之兩人所涉及的謀殺事件，現在要請你以證人的身份接受訊問，請先宣誓。』、『我知道

了。』、『現在開始不待本人多言，要遵守規則，對於本人的訊問，皆應以照實申辯，若稍

有包庇被告，或隱瞞事實，則立以偽證罪論處。』」連宣誓的內容都要一字不漏地照抄，的

確相當「記實」，但卻與敘事的進行無關，甚而阻礙了敘事進行的速度。參見さんぽん，〈苗

栗の小使殺し〉(十七)，《台灣日日新報》158號，1898年11月11日，五版。 
68 さんぽん可以說是日治初期相當具有偵探小說與偵探實話文類意識的作者。在標明為「小

說」的〈艋舺謀殺事件〉中，以「さんぽん作」為作者定位，表明是「創作」的虛構作品；

在標明為「探偵實話」的〈苗栗の小使殺し〉中則以「さんぽん記」、「さんぽん誌」為作

者定位，表明是「記錄」的實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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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為例，兩篇偵探實話作品70對於犯人吉村與情婦屋良共謀殺死吉村之妻的遠

因，皆約略提及吉村夫婦感情不睦，性生活不能滿足，吉村遂有情婦，但於其與

情婦之性生活並不多作著墨。社會新聞記事對此遠因的描述則更訴諸聳動消息，

指吉村「精力絕倫，一夜亦難孤棲，而愛妾靜子，亦斯道中之翹楚者，因而棋逢

對手，一刻亦難相離。」71如此社會新聞記事以偷窺的方式描述吉村與情婦之間

的性生活，已與犯罪案件的發生無直接關係。偵探實話雖也有娛樂性的特質，然

於案件無關的部份，仍較少提及。 

在以偵探辦案記實為主的前提之下，前述提及的《台灣警察時報》上所刊登

的「徵稿啟示」，則可指導或指明台灣偵探實話體裁的模式之確立。此則徵稿啟

示中，邀請潛入社會黑暗面、冒著生命危險維持治安的刑事警察們，將其所經歷

的偵查探案之事實經驗敘寫成偵探實話。正因為重視實益，應該由開始至結束提

供事件的大要。以事件的進行為經，其緯則是案件被發現的起因、偵辦線索的獲

得、搜查時候的努力、逮捕犯人的功勞等等。該雜誌承諾將加以潤色，以完成趣

味與實益兼具的偵探實話72。此則徵稿啟示提點出台灣偵探實話此後的若干特

徵。其一是自此確立偵探實話的基本模式，其二是在筆記之上「潤色」改變，其

三是特別強調趣味與實益兼具的理想。此後偵探實話多依犯罪案件的發現、偵探

辦案的過程、調查的結果順序記述73。這個模式雖然偵查辦案的筆記體裁，但卻

也與古典偵探小說的基本結構相仿—由調查故事導引出犯罪故事。又「潤色」使

偵探實話的體記體裁更為導向小說化的傾向，像〈苗栗工友命案〉那樣的瑣碎流

水帳已逐漸消失，趣味與實益兼具則使辦案筆記成為辦案指南兼銷暑聖品，筆記

體裁的實用／教育性與娛樂性至此完全具備。 

2．實用文本與娛樂文本：寓教於樂的辦案參考書 

                                                 
69 1934年10月基隆發生一起殺妻分屍案，引起報紙多日大篇幅的報導，如《台南新報》自1934

年11月5日至13日分別在日文、中文版面刊登相關報導，有數日佔報紙半版以上，亦刊登兇

嫌照片。 
70 參見山下景光，〈基隆のバラバラ事件〉，《台灣警察時報》309號，1941年8月15日，頁73~79；

〈基隆バラバラ事件の真相〉，收入江間常吉編，《台灣探偵實話》第一輯，(台北:編者，1943

年)，頁1~21。 
71 〈犯罪的動機  在乎重色而來〉(新聞)，《台南新報》11797號，1934年11月10日，八版。 
72 〈全島の刑事諸君に檄す〉，《台灣警察時報》206號，1933年1月1日，頁146。 

73 如〈白骨事件〉一篇中的子標題前後分別是「發覺的線索」、「搜查方針」、「搜查的經過(暗中

調查)」、「搜查的經過(審問調查)」、「殺害的事實」，幾乎完全按照徵稿啟示中的指示寫作。參

見景光，〈白骨事件〉，《台灣警察時報》275號，1938年10月1日，頁93~100；(二)，同誌276

號1938年11月5日，頁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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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日本翻譯偵探實話開始，此次文類的基本性質中首先有作為西方式法律體

制設計參考的實用價值，而後又加入辦案參考的功能。而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實

話，因當時台灣已開始引入近代西方式的法律體制74而無須再以「類小說」的文

本作為政策藍圖參考。然因日本首次在外地取得政權，不得不面臨更多的辦案上

可能造成的問題，諸如台灣傳統習俗、台灣人與日本人不同的思維模式等等，並

且犯罪的狀況日新月異，因而使偵查辦案上必須多所參考。司法、警察體系相關

的書籍、雜誌上自有不少教導警察偵辦犯罪案件的各種參考範例，然而如果能以

生動的記事，引起讀者閱讀的趣味下，使警察在無壓力之中習得辦案的方法，則

或許更具效用。如此無形中教育／獲取偵查技巧75，正是前述《台灣警察時報》

的「徵稿啟示」所強調的「實益」部份，亦是江間常吉編纂《台灣探偵實話》時，

念茲在茲地將之視為「作為搜查資料的珍貴文獻」76的編輯理念。 

    相較於日本的偵探實話多發表在綜合性報紙雜誌或單行本中，為求銷售量常

使娛樂性重於其他性質，台灣的偵探實話相對來說則更為重視辦案參考的價值。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其文類特性衍伸而來的此次文類的寫作者、閱讀者與刊物的

特質。由於偵探實話以記錄偵探辦案之實事為主，若非親自參與偵辦者很難寫

作，因此寫作者多為司法警察相關人士。而殖民地的體制使然，日治時期台灣的

司法警察系統主要由在台日人掌握77，在殖民地中他們所執行的是完全以政府利

益為考量的業務78，所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場，自成一個閱讀創作的群體，較難向

一般大眾(包括非官方的日人以及大部份的台人)普及／交換其經驗與精神。並且

                                                 
74 日本殖民地法律導入近代西方歐陸法制於台灣的傳統社會中，正是台灣社會首次接觸近代西方

式法律。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市:聯經，1999年)，頁10。 
75 偵探實話作為辦案參考，除了提供一則又一則的實例以作為類似情況之參考外，亦在偵探實話

的敘事中，摻雜偵查探案時的原則，以提供更具普遍性的方針。如以台北著名刑警飯岡秀三第

一人稱敘述偵查逮捕大盜廖添丁的行動的〈奇代の兇賊台北城下を騷す〉，在敘事的開始飯岡

秀三說，「刑警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犯人的性格，因為其犯罪的方法與其性格相同，我任職刑警

已二十餘年，其間常以這個信條，從犯罪行為來推定犯人，因而逮捕犯人的事件不少⋯⋯，這

全是因為我熟知犯人的性格的結果。」飯岡先敘述自己的偵查的原則，而後再敘述自己如何因

為知道廖添丁的首領張富的性格而逮捕歸案之事，後又說「刑警尤其是對於前科者，不論是誰，

只要有一次對話，就要將他的性格永遠記住。」參見飯岡刑事談，〈奇代の兇賊台北城下を騷

す〉(其一)，《台法月報》14卷2號，1920年2月24日，頁40~41。 
76 江間常吉編，《台灣探偵實話》第一輯，序言。 
77 參見林寬量，〈日據時期臺灣警察組織以及教育人事〉，《警光》263期，(1978年6月)，頁39。 
78 王泰升指出，日治時期的法律為統治工具，近代西式司法制度的推動是為了政府的利益，而非

一般人民的正義。如此執法單位所執行者，正是代表政府的利益。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

期的法律改革》，頁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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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相關人士所閱讀、發表的刊物，亦多是與其職業相關的專業型雜誌，如

《台法月報》、《台灣警察時報》等等，因此，自寫作者、閱讀者至發表刊物，皆

與司法警察體系有關79。另一方面，司法警察相關的專業型雜誌，也需要一些在

理論之外的調劑，因而使具有娛樂性質的偵探實話得到發表空間。如此在閱讀寫

作者成份組合與媒體環境下，台灣偵探實話因而更重視這些刑事警察的辦案參考

的需求。 

由於台灣偵探實話的主要撰寫者與閱讀者代表的是政府立場，亦使此辦案的

參考書充斥著日本官方的觀點。在此，殖民者的利益以及為此利益而導入的近代

西方式法律制度，成為主要的偵查、逮捕、定罪的標準。凡違此標準者，即擾亂

社會秩序，破壞殖民統治的穩定，皆應加以處罰，以使回歸至平穩的狀態中。官

方觀點下，善惡分明，只要違反法律或違抗警察的拘捕，都是惡人，沒有所謂「義

賊」、「義偷」這樣的矛盾修辭存在。「廖添丁事件」是一個有趣的個案。台灣民

間傳說中，總將廖添丁當作是劫富濟貧的義賊、俠盜80，「平素肝膽照人，行俠

尚義」81，是個正面人物；然在日本刑事的偵探實話82中，廖添丁卻是個不折不

扣的惡棍。他膽大包天，竟敢侵入警舍、竊取彈藥、殺死密探、恐嚇小民、強姦

婦女，其行為猖狂無理，又異常狡猾，警方為他花費了大批的人力，雖也曾拘捕

到案，但卻被脫離，而終因強姦其屬下之妻而遭其屬下殺害。在代表官方立場的

偵探實話中，廖添丁的形象完全是被貶低至惡的一極，毫無善之可能。正義是在

警察的一方，而絕不可能是在大盜廖添丁的一方。作為刑警偵探辦案的參考書，

偵探實話堅守國法的純粹崇高性，以及法律所支撐的政權合法性。 

然而在正義凜然的背面，其實偵探實話之所以風行，實用／教育性或許還要

依託在娛樂性的效用當中。當《台法月報》或《台灣警察時報》的警察讀者們一

面學習其他警察如何辦案、或在結案之際譴責犯罪者的罪無可逭的同時，也為其

中所揭示的新奇、怪異、動作武打、色情等等、感到興味盎然不已，可用以「銷

                                                 
79 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頁3。 
80 台人所述廖添丁的故事，可參考黃勁連編，《台灣歌仔簿．義賊廖添丁》，(台南縣:台南縣文化 

局，2001年)。 
81 許丙丁所著《楊萬寶(廖添丁再世)》對楊萬寶的前世—廖添丁的評價。在該作中廖添丁原有壽

命七十二歲，但卻因為地府判官誤看生死簿，而在廖添丁二十七歲時即拘提至枉死城。該作品

以楊萬寶故事為主，呂興昌指出此篇情節大略與日文版的《實話探偵祕帖》中〈殺人放火鬼楊

萬寶〉相同，然中文版當中有不少對日本政府的攻擊，顯然此部份情節並非作於日治時期。參

見許丙丁著，《楊萬寶(廖添丁再世)》，(台北市:南華出版社，1956年3月)，頁20；呂興昌編，

《許丙丁作品集》(下)，頁679。 
82 參見飯岡刑事談，〈奇代の兇賊台北城下を騷す〉其一至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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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這也是《台灣警察時報》上的徵稿啟示中與「實益」相提並論的「趣味」

功能，使偵探實話能夠成為寓教於樂的辦案參考書。等到偵探實話能向一般大眾

普及時，實用／教育的層面已經不是最受重視的功能，娛樂性反而更貼近一般大

眾喜好的方向。為此，江間常吉才會憂心忡忡地在《台灣探偵實話》第二輯中提

醒讀者，書中的資料雖然是相當有趣的讀物，但若只以趣味為唯一的評價就未免

太可惜了83。由此可知偵探實話此一偵探敘事的次文類，到了發行單行本之後，

其實用／教育性並不若在專業型雜誌上連載同等重要，保證銷售量的娛樂性使偵

探實話更有看頭，卻也更「文學化」、「小說化」。 

 

三．台灣偵探實話的起點意義 

     

偵探實話在台灣日治時期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的過程中，成為具有多種可

能性的起點。台灣的閱讀創作者，如何由偵探實話開始學習寫作一篇偵探故事—

不論是記實或虛構?在偵探敘事發展的進程中有何新的可能發生? 

1．近代法律與科學偵探的學習 

    西方偵探敘事，在「現代」文明發端之際產生，其內在邏輯依循近代法律與

科學的原則84。因此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中的讀寫者學習偵探敘事的寫作，不能

忽略學習近代法律制型與科學技術及精神85。透過記實的筆記體裁，在文本中介

紹實際施行的近代法律體制與科學偵探技術。 

    前述〈苗栗工友命案〉發揮記實的極致，將法庭上的、偵探調查上的種種細

節，以原文照抄的方式寫入偵探敘事中，甚至連在法庭「宣誓」一類的瑣碎情節

皆記入，阻礙了敘事的前進。然而作者或者別有用心。也許透過這樣的流水帳，

殖民地初初建立的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可得到宣傳與確認。透過照相寫真式的記

錄，預審判官如何進行問訊、司法體系的分工情況、法庭運作的基本程序、判

                                                 
83 參見江間常吉編，《台灣探偵實話》第二輯，(台北市:南邦新聞社，1943年12月)，序言。 
84 參見川崎賢子，〈大衆文化成立期における〈探偵小説〉ジャンルの変容〉，收入川本三郎等，

《大衆文化とマスメディア》，(東京都：岩波書店，1999年)，頁66；陳智聰，〈從公案到偵探

—晚清公案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淡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6年)，頁133~136。 
85 本章第一節所述日治初期的中文偵探小說如李逸濤〈偵探記〉等，即因對近代科學技術與精神

的運用程度不若日文偵探小說〈艋舺謀殺事件〉中所呈現的種種科學手法與邏輯純熟，而使其

科技的應用甚至成為「奇觀式」的想像，如犯人搭輕氣球逃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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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律師的功能等等，皆以文字的方式演述實踐。除此極度記實的長篇偵探實話

之外，一般的中短篇作品中亦不乏對近代式司法警察制度的描述。當近代西方

式的法律體制以文字的方式反覆書寫，遂成為一種反覆實踐的力量，使這套隨

殖民者而來的法律體系與正義觀，「似乎」落實在偵探實話的文本中。雖然西

方法律體系中講究人人平等、保護人民不受府侵犯、實現社會正義等等主要觀

念，因為法律主要為殖民者的利益而設計，實際上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並未完全

成為法律的主軸86，但是亦與清治時期的傳統東方法律觀念有相當程度的不

同。這些「不同」，透過記述真實事件的方式，再三突顯並成為其閱讀創作者

所熟知的規律。 

    現代科學偵探技術與精神的學習，亦透過偵探實話的文字表述，而成為台灣

偵探敘事的「現代」指標。在典型的偵探敘事中，不論是私人偵探或官方偵探—

警察、密探等等，其所賴以解決案情者、並與傳統犯罪偵查文學區別者，即科學

的偵探技術與理性邏輯。日治時期的偵探實話，在官方的「文明開化」論述下，

自然朝向西方式的科學思維與技術，並且因為犯罪的科技亦與時俱進，調查犯罪

的技術亦不能落後於此。在偵探實話中，介紹了不少關於偵查辦案的「新科技」
87，舉凡血跡、毛髮、纖維、毒藥、糞便、指紋、傷痕、手槍彈痕⋯⋯等等，莫

不是運用新偵探科技檢查、化驗88。〈苗栗工友命案〉中以顯微鏡和化學液體檢

驗血跡89、《台灣探偵實話》第二輯中記述警方如何評定指紋類型的過程90、以及

警方為某醫生疑因腸病毒預防注射而過失殺人的案件洗冤的過程91等等。透過實

際案件所運用的新科技與理性思維，偵探實話為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帶入眾多更

具有現代感的偵探法，偵探警探們遇到咖啡被下毒、從手槍裡噴出白粉的犯罪，

已經有更好的對應方式，不再只是昏倒之後由「俠女」救出。偵查方式決定了偵

                                                 
86 參見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405。 
87 偵探敘事中所引用的科學技術，不論在二十一世紀看來如何，率皆為當時的最新技術。 
88 台灣偵探實話中所運用的種種科學技術，在同時代的各地區中，顯然亦著意於相同的技術。如

1928年平田潤雄、秋間保郎所著《現代式探偵科學》中羅列了種種科學鑑識方法，與台灣的

偵探實話中所臚列者頗有重複之處，可藉以觀察日治時期台灣的偵探技術狀況。參見平田潤

雄、秋間保郎著，(東京:日本書院出版部，1928年12月)。 
89 參見さんぽん，〈苗栗の小使殺し〉(十四)，《台灣日日新報》154號，1898年11月6日，

七版。 
90 〈基隆岸頭銃聲一發〉一篇記述為追查一殺警後自殺的不名屍體是否為日共首領渡邊政之輔，

警方採集屍體上的指紋，描述其指紋類型，左手為26666，右手為89939，與渡邊相同，故而

確認屍體身份。見江間常吉編，《台灣探偵實話》第二輯，頁8~10。 
91 〈豫防注射が人を殺したといふ〉，見江間常吉編，《台灣探偵實話》第二輯，頁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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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敘事進行的方向，而在現代式科學偵探的指引下，台灣的偵探敘事除靠直觀、

耳語、通風報信之外，有了另一種更理性、科學的可能。 

2．筆記實錄中的虛構因素 

    日治時期的偵探實話，學習以記實的方式講述偵探故事，其筆記體裁的模

式，意外地與小說體裁相仿；而在講述的過程中，文學手法則使這些真人實事顯

得更接近虛構敘事。 

    偵探實話原本是以調查犯罪、使真相大白的過程為記述對象，又經過前述《台

灣警察時報》的徵稿啟示的「指導」下，使台灣的偵探實話固定以案發、調查、

結案為敘事次序—這是警探實際上調查案件的次序，卻與古典偵探小說的敘事結

構正好相符；以案件的發現作為謎團，以調查的經過作為解謎的過程，而以結案

作為犯罪案件的重建，正是西方古典偵探小說以偵探故事解開犯罪故事的敘事模

式。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原本對於古典偵探小說的模式還未熟悉，〈艋舺謀殺

事件〉的成功只是特別的個案；然而透過大量實事記錄的作品，卻使一批閱讀寫

作者得以熟習此敘事模式，成為內在的敘事成規。大部份的時候這群閱讀寫作者

用此敘事成規記錄實事，但當有意創作一篇虛構的作品時，案發—(現代科學)偵

查—解謎的模式，卻自然而然地成為其所模仿、依循的對象。1930年代後半期

出現的偵探小說創作與多人連作92，在 1930年代前期的偵探實話風潮之後產生，

並非憑空出現，應可視為在筆記體裁的反覆出現之下，古典偵探敘事成規內化成

為可自由創作的模式。 

    在記實的筆記體裁中，所講述的雖為實事，然而敘事過程中卻提供縫隙予文

學的手法。在部份筆記體裁當中，刻意塑造了警探的人物形象—這在實際的偵辦

過程中並無助於調查的推展，甚至加上一段虛構的楔子來引出正文。如野田牧泉

〈阿緱のばらばら事件〉(〈阿緱分屍事件〉)當中，首先寫一對新聞記者立川夫

婦與女學校畢業的靜子一同訪問半田老人，半田老人一開始只是說些自己如何來

到台灣、台灣的狀況如何可怕，惡疫大流行，平地有土匪、山地有生蕃等等，讓

靜子對此很不滿，而催促他趕快進入採訪的正題。半田老人微笑，續繼說自己看

大岡法官93、各種「捕物帳」(逮捕犯人手記)的書，研究偵探之術，然後喝了一

                                                 
92 如渥美順，〈曉の非常線〉與美川紀行等〈姿なき犯罪〉等於《台灣警察時報》上刊登的偵探

小說。參見本文附錄及第四章第二節。 
93 大岡法官，日本江戶時期著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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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紅酒，才開始進入敘述案件的正文94。半田老人的人物形象塑造或與日本一次

大戰後流行的「捕物帳」小說的典型人物「江戶時代的福爾摩斯」半七有關95。

藉小說人物形象以塑造參與真實案件的刑警，已經為以記實為主的筆記體裁，加

上虛構的色彩；由新聞記者夫婦與靜子採訪半田老人而引出正文，亦應為虛構的

故事情節。〈阿緱分屍事件〉此一偵探實話，卻由「不實之話」引導出真實事件

的描述，文學虛構的手法使筆記體裁更類小說體裁。日治時期的偵探實話，就在

敘事模式與敘事語言中加上了虛構的因素，使台灣的偵探敘事的創作，有了更接

近西方偵探小說模式的參考點。 

 

    以記錄偵查犯罪事件的過程為中心的偵探實話，籍辦案筆記的方式成為寓教

於樂的辦案參考書，在現代法律與科學偵探技術的習得、虛構因素的滲透下，成

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發生的起點，進而使偵探敘事得到更「現代」的養分。 

 

 

第三節  現代偵探文本的進入：偵探小說譯介 

  

   源自西方的偵探小說，進入台灣的文學場域方式，以翻譯、介紹的方式，讓

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的讀寫者(literacy)學習接受一個不同以往的說故事方式。作

為殖民地，台灣的讀寫者接受現代偵探小說的來源、管道和過程與血緣上的「祖

國」及殖民母國的日本既有相承、又有不同之處。日治時期的通俗文學讀寫者，

究竟如何接觸現代／西方偵探小說，如何透過譯介的方式了解偵探小說敘事成

規? 

 

一．「祖國」與「殖民母國」的西方偵探小說譯介 

   

  殖民地台灣的讀寫者，對西方偵探小說的接受，與「祖國」與「殖民母國」

                                                 
94 野田牧泉，〈阿緱のばらばら事件〉，《台灣警察時報》206號，1933年1月1日，頁134~135。 
95 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18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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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譯介紹的情況密切相關。雖然晚清在乙未割台之後方有偵探小說的譯介，然

其譯介作品，仍然透過圖書的流通，向台灣本地的讀寫者輸入熟悉的文字所介紹

的新世界；而日本明治後期以降的偵探小說翻譯，不僅僅使來台的日人帶著他們

對偵探敘事成規的熟悉度而來，也在往後的五十年間，直接輸入日本當地的譯介

狀況，或透過台灣本地大眾傳播媒體的刊載、或透過圖書輸入，使在台日人以及

逐漸增多的日語識字人口得以接觸此類型文學。「祖國」與「殖民母國」的西方

偵探小說譯介，遂成為日治時期台灣的讀寫者獲取新通俗文類的可能入口。 

1．晚清以降的西方偵探小說譯介情形 

    晚清對於西方小說的譯介，始於 1896年—即乙未割台後一年，於梁啟超主

持的《時務報》上刊登英國作家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系列作品之翻譯96。此系列翻譯與晚清的現代化、西化、「開化」的呼聲

有所相關。這是一個現代智性的開端，隨之而來的是 1897年嚴復、夏曾佑的〈《國

聞報》附印說部緣起〉與 1898年梁啟超的〈譯印政治小說序〉等一連串「小說

救國」的論述，謂(外國／政治)小說，是以現代化／開化挽救中國於劣勢的大道
97，小說成為啟蒙教育的工具，尤其是來自西歐「開化」國家的現代文本。梁啟

超主編的《時務報》或可能推動福爾摩斯故事的中譯，可以說是在梁啟超的論說

呼籲之前，於相同的思想脈絡之下，以實際的行動開始推展小說的啟蒙教育功能
98。因此，晚清的西方偵探小說譯介，一開始就有具有教育大眾、「現代化」大

眾的性質。 

                                                 
96 1896年至1897年之間共刊登四篇福爾摩斯小說翻譯，其譯者為張德坤、丁杜楊，譯本分別是

〈英包探勘盜密約案〉、〈記傴者復讎事〉、〈繼父誑女破案〉、〈呵爾唔斯緝案被戕〉。其刊載資

訊與原著篇名參見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説史稿―翻訳を中心として〉(一)，《清末小說研究》

2號，(1978年)，頁122~123。 
97 參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二刷)，

頁2~9；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原刊《國聞報》1897年10月16日至11

月18日，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卷》，(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年)，頁1~13；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原刊《清議報》第一冊，1989年11月11日，收入阿英編，《晚

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卷》，頁13~14。 
98 偵探小說的翻譯，或可看作是梁啟超等人對於小說教育啟蒙功能的論述的先驅。中村忠行首先

提出《時務報》的編輯政策與翻譯偵探小說的關係的推論，孔慧怡則再將此推論與《時務報》

及其主編梁啟超的小說教育說的理念結合。參見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說史稿—翻訳を中心

として〉(一)，頁127~128；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

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

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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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896年的四篇翻譯之後，歐美各國的偵探小說開始藉著各種翻譯的形式99

進入中國，晚清以降所翻譯的偵探小說，涵蓋了當時的歐陸、英美等各國偵探小

說作家作品100。然而翻譯數量最多、影響最廣仍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101。

191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由程小青、周瘦鵑等十人所譯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以文言翻譯，統一了譯名，原本的「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滑震筆記」、「華生

包探案」等種種名稱102，正式定名為柯南．道爾所著、以「福爾摩斯」為首的偵

探小說集。1927年世界書局又請程小青等人以白話重新譯過，出版《福爾摩斯

探案大全集》。福爾摩斯系列故事的譯介，本以其中的科學理性開啟民智為主軸，

但其通俗娛樂性卻使小說大為暢銷103，偵探小說的譯介似乎更為傾向其中種種曲

折情節的娛樂剌激。 

    法國作家盧布朗(Maurice Leblanc)的亞森羅頻(Arsène Lupin)系列小說，以視

警界為無物的俠盜為主角，不論人物形象或故事情節，皆變化多端，別具娛樂效

果。盧布朗於 1905年發表此系列的第一篇作品，民國以後首見中文譯介。1912

年《小說時報》上所刊〈福爾摩斯的勁敵〉，敘法蘭西的「劇賊亞森魯品」之故

事，為此系列較早的翻譯104，後鴛鴦蝴蝶派的徐卓呆、包天笑、周瘦鵑等人亦紛

紛譯出此系列諸作。1925年，大東書局由周瘦鵑、孫了紅等人所編的《亞森羅

苹案全集》出版。至此，福爾摩斯系列與亞森羅頻系列成為晚清以降偵探小說翻

譯的潮流中最受歡迎的兩種典型。模仿二者的作品不少，出現一批「東方福爾摩

斯」與「東方亞森羅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別是譯介福爾摩斯故事的程小青

                                                 
99 晚清的小說翻譯，包含偵探小說，譯者所採取的形式以廣義的「意譯」為主，如誤譯、刪節、

改譯、增添等各種方式，以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然孔慧怡指出，偵探小說的翻譯比起其

他的小說，在情節上至少不會改變太多，因為偵探小說的情節最為重要。參見郭延禮，〈中國

近代翻譯文學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點〉，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

頁66~71；孔慧怡，〈還以背景，還以公道—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頁96。 
100 如林琴南、魏易譯《神樞鬼藏錄》(商務印書館，1907年)，譯自Arthur Morrison的作品。又

如商務印書館譯《毒藥罇》(1907年)，譯自Émile Gaboriau的小說。參見中村忠行，〈清末探

偵小說史稿—翻訳を中心として〉(二)，《清末小說研究》3號，(1979年)，頁236~286；(三)，

《清末小說研究》4號，(1980年)，頁372~428。 
101 參見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762。 
102 Conan Doyle的 Sherlock Holmes系列故事，作者、作品名稱皆有許多不同翻譯。參見中村忠

行，〈清末探偵小說史稿—翻訳を中心として〉(一)，頁144；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

文學史》(上卷)，頁762。 
103 參見孔慧怡，〈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1896-1916)〉，《清末小說》19號，(1996

年12月)，頁46~53。 
104 參見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說史稿—翻訳を中心として〉(二)，，頁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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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霍桑探案」系列以及譯介亞森羅頻故事的孫了紅所著「俠盜魯平」系列105。

晚清以降的偵探小說翻譯，由啟蒙教育的功能，逐漸走向大眾通俗娛樂，並且由

譯介走向創作，源自西方的偵探小說成為讀寫者的內在規律之一。 

2．明治後期以降的西方偵探小說譯介情形 

    日本譯介西方偵探小說，較中國更早，1887年即有饗庭篁村翻譯改編偵探

小說鼻祖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1888年以後黑岩淚香的「翻案」(譯述、

翻譯改寫)之作更是大為流行106。明治後期對於偵探小說的譯介，是由美國及歐

陸開始，大致上與西方偵探小說的流佈與開展的次序較為接近。與晚清的偵探小

說翻譯以啟蒙教育為主要論述有別的是，明治後期翻譯的開展，雖然在「文明開

化」的大論述背景下，或多或少也將現代性啟蒙作為譯介的目的—實際上也似乎

有所貢獻107，但更重視的是以異國情調講述情節曲折的故事，以招徠讀者108。明

治後期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包含大批改寫的作品)，較晚清譯介者的憂國憂民，

毋寧更將偵探小說視為一種通俗娛樂文類看待。 

    雖然日本翻譯西方偵探小說較早於中國，然於偵探小說史上最重要的故事—

福爾摩斯系列的譯介，卻較中國為遲。1899年明治文壇方見福爾摩斯系列故事

的翻譯109，其譯介的方式與晚清的諸譯作相當接近，對於其第一人稱敘事的方式

仍不甚熟稔，敘事者華生(Dr. Watson)經常被視為作者110，甚至有譯者宣稱接到好

友英國醫師華生來信，要求將其所記錄的福爾摩斯博士偵探活動始末翻譯，刊載

在「貴國」重要的報刊雜誌上111。福爾摩斯系列故事的譯介，在明治後期文壇，

                                                 
105 參見范伯群、孔慶東主編，《通俗文學十五講》，(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02~206。 
106 饗庭篁村翻譯所謂「第一篇偵探小說」〈ルーモルグの人殺し〉(摩格街謀殺案，譯自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等。黑岩淚香以自由譯的方式，翻譯改寫了不少西方偵探小說，如法
國的 E. Gaboriau的作品，以及一些口袋版的廉價偵探小說。參見 Cecile Sakai著、朝比奈弘

治譯，《日本の大眾文學》，頁150~153。 
107 黑岩淚香的「翻案」作品，在日本制定新憲法的準備期間，提供了西方式裁判制度的參考。

參見 Cecile Sakai著、朝比奈弘治譯，《日本の大眾文學》，頁152。 
108 明治後期偵探小說的翻譯、譯述改寫，因為新奇有趣，迅速成為報紙的銷售保證，吸引不少

受過新的學校教育的讀者看報，尤以黑岩淚香的作品最受歡迎。參見 Cecile Sakai著、朝比奈

弘治譯，《日本の大眾文學》，頁153。 
109 1899年首先有無名氏翻譯改寫的〈血染の壁〉(即「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後有南

陽外史翻譯〈不思議の探偵〉(即「福爾摩斯冒險史」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參
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75~76。 

110 晚清的譯介也是如此，其命名以「滑震筆記」等可見一斑。 
111 此華生來信，為1900年《文藝俱樂部》上刊載原抱一庵譯〈新陰陽博士〉(即「血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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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偵查方法、思考、生活態度等與讀者的生活差距太大而沒有更進一步的成績
112。至 1916年，出現了福爾摩斯系列叢書，但並沒有完整譯出相關作品，相較

於中國的盛況，早期福爾摩斯在日本似乎還尚未造成轟動。 

    與福爾摩斯系列故事相較之下更具通俗娛樂性的亞森羅頻系列，在日本的譯

介則又早於中國。1909年即有翻譯改寫作品刊出，篇幅很短，只是節譯大要， 1911

年有較為詳實的翻譯改寫出現113。其譯介速度似乎較快，1918年即有亞森羅頻

叢書陸續出版114，也逐漸由將西式人名、地名改為日本名稱之類的譯述方式115，

轉而向較符合原著的翻譯。亞森羅頻風流倜儻的俠盜形象，相當受到歡迎，後與

福爾摩斯系列故事成為日本通俗文化界重要的兩個人物形象。以偵探小說翻譯為

主的《新趣味》雜誌在 1923年舉辦了愛讀作家的票選，結果以柯南．道爾與盧

布朗分別名列第一、第二名116。明治後期以降日本對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大致

上較晚清以降的接受較為迅速，早期又以通俗娛樂性為主軸，因而在都市的一般

識字者中傳佈甚廣，而對於偵探小說中所涵蘊的理性邏輯思考精神，也在大批的

譯介之下，逐漸受到重視。 

 

二．偵探小說的進入 

 

透過「祖國」與「主國」的媒介，西方現代偵探小說開始進入台灣的通俗文

學場域。進入的方式除在本地的大眾傳播媒體上刊載各種譯介文字之外，也透過

圖書的流通—由日本與中國輸入當地的翻譯文本，而使在台灣的讀寫者能夠籍此

接觸、熟習此通俗文類。經由日本、中國輸入的同時，也挾帶了當地作者所創作

的新作品予台灣的讀寫者。西方的譯介以及東亞的新創作遂組構了台灣的讀寫者

閱讀接受的網絡。 

                                                                                                                                            
時所附上的說明。晚清的譯者亦有類似的認知，如周桂笙將福爾摩斯視為真有其人，福爾摩

斯之友滑震「偶記一二事，晨甫脫稿，夕遍歐美」。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

一卷，頁76~77；中村忠行，〈清末探偵小說史稿—翻訳を中心として〉(一)，，頁141。 
112 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79。 
113 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171~174。 
114 即保篠龍緒等，《アルセーヌ．ルパン叢書》，金剛社發行。參見伊藤秀雄，《近代探偵小說》，

(東京都:三一書房，1994年6月)，頁372~373。 
115 如1899年首篇譯介森下流佛樓所譯〈巴里探探偵奇譚．泥棒の泥棒〉將主角 Arsène Lupin譯
為「有田龍造」。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174。 

116 參見中島河太郎，《日本推理小說史》第一卷，頁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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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地大眾傳播媒體上的譯介活動 

日治時期新興的大眾傳播媒體—報紙期刊，以及 1928年以後的廣播117，成

為偵探小說譯介直接面向讀寫者的管道。透過本地報紙期刊與廣播等大眾傳播媒

體的刊載與播音，台灣的讀寫者由此閱讀、消費西方與東亞偵探小說的敘事成規

與各種典型。報紙雜誌上所刊載的偵探小說譯介，以介紹西方偵探小說、定義「偵

探小說」，以及翻譯、登載西方與東亞的偵探小說文本為主118。 

介紹西方偵探小說的方面，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台南新報》1923年 1月開

始連載的津田秋所著〈ホルモスとルパン〉119(〈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一文。

津田秋在此文當中首先論日本偵探小說創作的不發達120，而欲以西方偵探小說中

的典範作為日本偵探小說的參考。其立論點在於欲使日本偵探小說創作成熟，必

先了解「偵探小說」的源流與經典之作。透過經典的學習，日本偵探小說才可能

擺脫幼稚期而進入「現代」的階段。在此文當中，津田秋以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

系列作為偵探小說的經典。其譯介的方式，先敘兩種典型的特出之處—福爾摩斯

的觀察推理能力與亞森羅頻系列的情節奇詭，後以摘譯的方式，引用小說中的某

些段落，呈示文本中的人物行動、對話，以說明其特點121；之後則依年代簡單介

紹兩個系列的作品，部份有情節簡介，部份則僅列篇名。這樣的譯介方式，日治

時期台灣的讀寫者一方面既能接觸兩種經典的概況，又能藉著摘譯的段落，直接

閱讀經典的片段。 

以介紹「偵探小說」理論為中心者，有甲賀三郎於《台灣警察時報》上發表

                                                 
117 台灣的廣播工業於1928年開啟，有「受信所」接收日本、中國和南洋各方面的電波，以及「演

奏所」製播新節目。參見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期，(2002年5月)，頁301。 
118 除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以外，筆記體裁的偵探實話，也有若干翻譯，用以介紹外國—通常是

美國或西歐的犯罪偵查實例。 
119 參見本文附錄。 
120 津田秋文中指出日本偵探小說不發達的原因有二，一是物質的因素，因為日本傳統的家屋不

適合產生重大的犯罪，因而沒有寫作的題材。二是創作人材的因素，沒有具有創作力的作家。

物質因素的看法，與當時通行的看法相同。然而在此文刊載後不到八個月內，1923年9月就

發生了關東大地震，使東京的傳統家屋受到很大的破壞，重建後都市風景產生很大的轉變，

而也在此之後產生了偵探小說創作潮。參見川崎賢子，〈大衆文化成立期における〈探偵小説〉

ジャンルの変容〉，收入川本三郎等，《大衆文化とマスメディア》，頁79~80。 
121 津田秋的摘譯，與明治後期的改寫式翻譯已有很的大的不同，基本上是直譯的作品的摘錄，

按照原文的敘事人稱、敘事次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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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偵小說の話〉122(〈談偵探小說〉)。該文當中欲建立「偵探小說」的理論，

作者、讀者所應扮演的角色等等。如此看似超越西方與東方的界線，然所引的例

證與其意識型態，仍多具西方色彩。在西方偵探小說文本翻譯的刊載上，如《台

灣警察時報》上所刊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國際列車內の殺人〉123(〈東

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Orient Express)翻譯，是西方古典派偵探小說集大成

者，亦是黃金時代的代表作之一；日治時期的讀寫者透過報紙雜誌的譯介刊載，

得以閱讀當時最為傑出、最為純熟的偵探小說作品。除西方偵探小說的譯介刊載

之外，日治時期的報紙雜誌也刊載了東亞的新創作，如《台南新報》上刊載甲賀

三郎的〈現場不在證明〉124(〈不在場證明〉)之創作等等。另外 1928年開始的

廣播，亦接收來自東京的節目，有甲賀三郎的連續偵探劇〈深夜の冒險〉125(〈深

夜的冒險〉)等等，共同組成日治時期台灣讀寫者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直接傳佈的

西方及東亞的偵探小說脈絡。 

2．圖書流通下的閱讀經驗 

    除本地大眾傳播媒體刊載的各種譯介文字之外，圖書的流通狀況亦可組構台

灣讀寫者的閱讀網絡。自中國與日本輸入的刊物，可觀察當時讀寫者可能的閱讀

經驗。觀察當時的圖書流通狀況，可透過各書店、出版商等的廣告，觀察當時想

像中的、預期中的閱讀品味與訴求。 

    日治時期的報紙雜誌上的廣告，為了解當時的閱讀寫作者所接寫的偵探小說

譯介情況開了一道窗口。透過廣告上的列舉「書單」與鼓動消費的文案，形構出

其預期的消費者，也形構可能的閱讀經驗。中文、日文圖書輸入台灣，共同形塑

出以「文明開化」論述下的知識與休閒場景126。 

                                                 
122 甲賀三郎(1893-1945)為日本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理論家。此篇論著目前所見僅於《台灣警察

時報》上刊載，在日本當地的報刊及文集中似未收錄。參見甲賀三郎著、林敏生、孫玉珍譯，

《日本偵探小說選Ⅲ:甲賀三郎作品集1》，(台北市: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11月)，

頁6~9；〈甲賀三郎．非小說作品リスト〉，見於「甲賀三郎の世界」網站: 

http://inat.cool.ne.jp/rampo/kohga/nonsyosetu_list.htm. 
123 參見本文附錄。 
124 〈現場不在證明〉亦似僅在《台南新報》刊出，日本當地的報刊或單行本中似亦無此篇。參

見〈甲賀三郎作品リストa版〉，「甲賀三郎の世界」網站: 

http://inat.cool.ne.jp/rampo/kohga/syosetu_list.htm. 
125 參見〈連續探偵ドラマ．深夜の冒險〉，《台南新報》12510號，1936年10月29日，六版。 
126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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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書刊方面，透過進口經銷或直接購自日本127，在台灣的讀寫者得以閱讀

各種大眾文學文庫、大眾文學雜誌，從而與日本本地的讀者在接近的時間內閱讀

相同的西方偵探小說譯介以及日本本地的新創作。如前述偵探小說翻譯的重要雜

誌之一《新趣味》即於《台南新報》刊登廣告，告訴讀者在九月號上刊有法國作

家加博里奧(E. Gaboriau)的作品《金庫の謎》(《金庫之謎》)的翻譯128，或者是

1934年於同報上刊有講談社的廣告，發售「偵探小說二大傑作」—柯南．道爾

的《青ダイヤ》(《藍鑽石》)與盧布朗的《恐ろしき饗宴》(《恐怖的饗宴》)的

小說翻譯129。另外，日本的新創作也在預期的閱讀之列，如江戶川亂步的《明智

小五郎》等等130。透過廣告，可知日治時期在台灣的日文閱讀者，正接受明治後

期以降日本對於西方偵探小說的種種譯介活動與新創作，並且在同樣的脈絡下消

費其通俗娛樂性。 

此外，透過中文圖書的流通，日治時期台灣的中文閱讀者亦由進口的書刊接

觸「祖國」的偵探小說譯介及作品。以介紹新知識為使命的文化書局，進口不少

偵探小說翻譯，例如《福爾摩斯偵探全集》、《杜賓偵探案》等等131，可見中文的

偵探小說譯介進入台灣，與晚清以降的傳統相似，以現代智性啟蒙為主。在教育

性之外，以一般通俗性圖書為主的嘉義蘭記書局亦曾進口名為《福爾摩斯自殺》
132的小說，則直接訴諸其情節的趣味性。其介紹詞曰「福爾摩斯是英國一位怪傑，

計謀百出，迭破奇案，使奸惡兇徒，走頭無路，可稱到處勝利。 (按:本字模糊)

                                                 
127 中島利郎認為台灣在日治時期或許因為著作權的關係，幾乎看不到從日本移入或轉載的偵探

小說，然對著作權的問題中島並沒有更詳細的說明。證諸當時本地報刊雜誌上的種種廣告，

各書刊的出版地雖多為日本當地，然而出版社之所以在台灣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中刊出廣

告，似乎不可能登了廣告卻沒有銷售的管道，若此則廣告主則等於浪費金錢於此，在商業社

會中似不可能；又本地書店商行(如台南小出商行)所刊列的出售書目，亦見偵探相關書刊。

因此日治時期的讀者應可閱讀日本當地的偵探小說及相關著作。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

台灣文學台灣探偵小說史稿〉，頁16；〈好評書籍到著案內〉(廣告)，《台南新報》7268號，1922

年5月29日，三版。 
128 參見〈新趣味九月號〉(廣告)，《台南新報》7359號，1922年8月28日，六版。 
129 參見〈探偵小說二大傑作〉(廣告)，《台南新報》11673號，1934年7月8日，六版。 
130 參見〈先進社大眾文庫〉(廣告)，《台南新報》10172號，1930年5月17日，一版。 
131 《杜賓偵探案》可能為愛倫浦著、常覺、覺迷、天虛我生譯述，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出版之

Edgar Allan Poe(愛倫坡)所著小說翻譯集，因文化書局亦同時進口中華書局其他圖書。參見〈頂
好的偵探案〉(廣告)，《臺灣民報》148號，1927年3月13日，頁16；愛倫浦著、常覺、覺迷、

天虛我生譯述，《杜賓偵探案》，(上海市:中華書局，1923年)；蔡盛琦，〈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

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九一十年第二期，(2002年12月)，頁87~88。 
132 此部小說不知其「原典」為何，查閱福爾摩斯相關的故事，似無與此廣告所介紹的情節相仿

者。參見〈福爾摩斯自殺〉(廣告)，《三六九小報》52號，1931年3月3日，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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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出意外，彼因某種案件不能解決，以致自殺，本書敘彼自殺原因，內容曲折

離奇，誠足耐人尋味。」此則廣告文案對於福爾摩斯系列故事的觀察推理因素並

不特別強調，而是以其「曲折離奇」的情節以吸引讀者。在教育性與娛樂性的雙

重脈絡下，西方偵探小說的中文翻譯與相關的作品進入台灣讀寫者的閱讀經驗

中，而福爾摩斯似乎特別受到青睞。由一則讀者投書可以發現，台灣已有一批福

爾摩斯故事的閱讀群體133，偵探小說翻譯與新創作，成為他們新的閱讀經驗。 

     

三．「西方」偵探小說的習得 

 

透過本地大眾傳播媒體上的刊載與中日文圖書的流通，台灣通俗文學場域中

的讀寫者，接受了「祖國」與「主國」對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介紹及其新創作，

而逐漸積累偵探敘事成規的熟悉度，開始對於偵探小說的文類典型、敘事規律與

意識型態的理解與操作。 

1．兩種偵探典型 

    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是日治時期台灣通俗文學場域對西方偵探小說的閱讀

與理解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典型。不論是透過中國或日本的翻譯，或者是本地大

眾傳播媒體上刊載的譯介文字，皆將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視為「偵探小說」的代

表。正因為偵探小說在日治時期的讀寫者的認知中，純然是西方移入的文類，因

此，在閱讀或學習創作的當下，必須由「正宗原典」的西方小說取徑。取徑西方

的參考點，非後世公認的偵探小說之父愛倫．坡之作品，而是福爾摩斯系列與亞

森羅頻系列，或因日治時期的通俗文學市場上，福爾摩斯系列與亞森羅頻系列正

是人物形象最為鮮明、飽滿，偵探推理最為成功，最能成熟操作偵探敘事成規，

並且有趣味的讀物
134。 

                                                 
133 署名福魂者，曾這樣寫道:「福君(按:指福爾摩斯)與予雖不甚熟，悉經予友 (按:此字模糊)君

屢次介紹，亦略知其一二。」可見日治時期的台灣，已形成西方偵探小說，尤其是福爾摩斯

系列小說的一批閱讀人口，文友之間互相介紹，相互討論。又由其遣詞如「福爾摩斯」，可知

其接觸的管道之一為當時中國的譯介文字。參見福魂，〈萬殊一本〉，《台南新報》7765號，

1923年10月8日，五版。 
134 津田秋在〈ホルモスとルパン〉一文中認為由愛倫．坡開始，到柯南．道爾為止，是偵探小

說基礎的逐步穩定，也就是將柯南．道爾之前，包括愛倫．坡的作品視為粗具基本偵探小說

要素之作，而將柯南．道爾的作品視為偵探小說的圓熟之作。參見津田秋，〈ホルモスとルパ

ン〉(二)，《台南新報》7508號，1923年1月24日，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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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田秋對福爾摩斯與亞森羅頻的分析頗具代表性。前述津田秋為認為福爾摩

斯的典範意義在於觀察推理，亞森羅頻系列則是人物形象與情節的浪漫奇詭。津

田秋以為，福爾摩斯觀察敏銳，善於利用觀察而來的種種線索進行推理，而又以

豐富的科學知識解決困難的事件。雖然福爾摩斯是以作者柯南．道爾的老師為模

型而創作，然柯南．道爾本人亦深具觀察推理能力，因而能創作以超凡的推理能

力破解各種案件的福爾摩斯135。福爾摩斯系列小說建立在「實」與「理」的基礎

上，往往由腳下的土壤開始推理至一個單純的犯罪之外更為龐大的社會、歷史脈

絡。亞森羅頻則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典型：福爾摩斯以偵查犯罪見長，亞森羅頻

則以規避偵查為能事。亞森羅頻正以其法國紳士式的風采，科學、哲學的知識，

以大盜兼義俠的形象出現。犯罪於此並非完全為惡的一極，如果是以攪亂強者的

秩序來彌補弱者的匱缺，正是在社會中不得伸張的正義的最後實現。津田秋讚嘆

在亞森羅頻的奇特行為與法式浪漫風采的同時，並沒有忘記現代偵探小說的基本

精神—合「理」，指出其小說情節奇詭、結局使人驚異，而使事件的解決有時顯

得太過突然，然而卻沒有不合理之處136。津田秋對亞森羅頻的評論，可代表其同

時代一個群體中的集體意見。正如日治初期李逸濤中文小說所呈現的寫作理念，

津田秋亦認為偵探小說可以「奇」，卻不可以「幻」，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理性、實

證的基礎上。 

綜言之，冷靜科學推理的福爾摩斯與浪漫傳奇的俠盜亞森羅頻，是當時台灣

通俗文學場域中最需要的兩種類型。自日治初期的「文明開化」論述開始，至台

灣新知識份子的啟蒙新民論述中
137，科學即現代，現代即進步，進步則是在適者

生存的環境中能夠獲得生存、勝出機會的手段。科學於是變得迷人，成為新的標

準。然而，在理性科學的軌道中，「出格」的渴望仍然持繼存在，於是浪漫傳奇

的俠盜，遂成為一個逃遁的窗口。兩個人物典型，成為兩種渴望的類型。而練習

寫作偵探小說的過程中，也在這裡找到模擬的對象
138。 

2．偵探小說的作法與讀法 

    現代偵探小說敘事規律進入台灣，除讀寫者透過閱讀現代偵探小說的翻譯自

由體會之外，而更有理論的介紹，指導作者「成功」寫作偵探小說的作法以及指

                                                 
135 參見津田秋，〈ホルモスとルパン〉(二)，《台南新報》7508號，1923年1月24日，四版。 
136 參見津田秋，〈ホルモスとルパン〉(八)，《台南新報》7514號，1923年1月30日，四版。 
137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新興知識份子以及啟蒙時期，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二章—初期新

文學觀念的形成〉，《聯合文學》179期，(1999年9月)，頁156~158。 
138 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一節「西方偵探小說的臨摹:翻譯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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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讀者「正確」閱讀的方法。前述甲賀三郎的〈談偵探小說〉就是這樣一篇理論

指導之作。 

    在甲賀三郎的論文中，首先告訴讀者，偵探小說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的小說類

型，正因其中有「偵探」的因素。偵探就是偵查犯罪，甲賀引用法國小說家大仲

馬(デューマ，Alexandre Dumas)作品中的偵探的原則，偵探就是「尋找女人」，

因為不論是在西方或是日本，犯罪總有女性的影子存在，如果能找到女人，就會

有破案的頭緒
139。這樣的論點，其實是告訴閱讀寫作者，在設計偵查犯罪的時候，

不能忽略犯罪的動機之鋪陳以及線索的安排。「女人」可能是男性犯罪的動機，

也可能是罪犯自身，或者相關人物。甲賀又指出，偵探小說不是只寫抓到真兇就

夠了，還要找到犯罪事實的經過，也就是偵探小說中一定要具備的理智、計謀

(trick)、情節的有趣變化。在此，甲賀的論文觸及到古典西方偵探小說的敘事模

式的基礎，亦即「兩重故事」的結構140。犯罪事實經過的描寫，正是後世評論家

指出古典偵探小說敘事中的兩重結構中的第一個故事—犯罪故事。當然偵探小說

無庸置疑地一定寫「偵探」的過程，這也是甲賀在論文的前半部份所提及的，然

而只有「偵探」過程的描寫還不足以稱作是偵探小說，還必須寫出其犯罪的過程。

先論「偵探」後論「犯罪」的推論邏輯，亦可見偵探故事是「情節時間」上表現

形式，而犯罪故事則是「故事時間」上的表現內容，以偵探故事說犯罪故事的架

構於焉呈現。偵探小說作法的重點是，偵探運用理智、罪犯巧設圈套，偵探故事

與犯罪故事都能具有豐富的情節變化。在 1930年代初期提出這篇論文，不論對

甲賀本身所處的日本通俗文學場域，或者其刊登的台灣文學場域來說，都足見對

於西方古典偵探敘事規律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掌握。 

    在論文中甲賀還欲指引偵探小說的「正確」讀法。論文中再三強調偵探小說

與其他的小說類型(文中主要以愛情小說為例)不同，讀者必須用頭腦、用理智閱

讀，而非用感情閱讀，甚至提出因為偵探小說重理智，所以女性大多不喜歡偵探

小說的論點
141。作為柯南．道爾的擁護者142，甲賀三郎特別重視偵探小說中的理

                                                 
139 參見甲賀三郎，〈探偵小說の話〉，《台灣警察時報》24號，1931年1月15日，頁14。 
140 即偵探故事與犯罪故事兩重結構。參見 Tzvetan Todorov, “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 

The Poetics of Prose , trans. Richard Howard, pp.44~46；Marc Lits, “ The Classical Origi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tective Novel Genre,” Trans. Paul Milan, PARA．DOXA, Vol.1, No. 2,  
pp.128~129. 

141 參見甲賀三郎，〈探偵小說の話〉(二)，《台灣警察時報》25號，1931年2月1日，頁21。 
142 參見甲賀三郎，〈ドイルを宗とる〉，原發表於《新青年》1937年特別增刊探偵小說傑作集，

見於北村薰編，《日本探偵小說全集1．黑岩淚香．小酒井不木．甲賀三郎集》，(東京都: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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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推理因素，因而循循善誘讀者，因為偵探小說不是感情的產物，務必以「理智

推理」，才能「正確」地讀懂偵探小說143。甲賀的讀法教學，間接表明了日本當

時的寫作傾向與閱讀品味的轉變，以及其力遵西方偵探小說的「正統」風格。觀

察偵探小說的作法與讀法指導，可見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中，對於西方古典偵探

敘事的可能接受方向。 

 

    透過閱讀偵探小說的譯介，台灣的閱讀創作者開始將西方偵探小說的兩個重

要典型人物作為寫作的切入點，並且在從重視「偵探」的過程的敘事，逐漸學習

由偵探故事建構犯罪故事的方式，而偵探小說中的理性因素更得到理論文字的強

調重視。偵探小說以「西方」「現代」的兩重特性進入台灣的通俗文學場域，成

為閱讀接受與創作的對象。 

                                                                                                                                            
社，2002年6月九版)，附錄頁4。 

143 甲賀之所以再三強調理性的閱讀法，或許與他是「本格派」(正宗)派的支持者有關，反對寫變

態心理等「變格派」(變體)，且主張偵探小說應重推理，不需重視文學性。參見甲賀三郎著、

林敏生、孫玉珍譯，《日本偵探小說選Ⅲ:甲賀三郎作品集1》，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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